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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你閱讀本書， 開始瞭解伊斯蘭世界時， 不妨首先看看伊斯蘭教宣教士的主
要培訓中心
阿資哈爾清真寺（Al-Azhar Mosque）， 以及開羅大學一千多年以
來， 是怎麼教導穆斯林信仰的。
教授坐在柱子前的椅子上， 學生們在他的身邊圍成了一個圓圈。 椅子是按教
導的主題來命名的， 例如「古蘭經注釋書之椅」。 幾個世紀以來， 因為教授的薪
水是靠慈善捐贈來支付的， 所以這些椅子成了「講座教授」（Endowed Chair），
也成了世界各地大學和學院藉著贊助所設立的學術職位的典範。 這個畫面， 有助
於我們透過本書對穆斯林的學習， 更加地瞭解我們的任務。
椅子要藉由四條腿的支撐來保持平衡， 所以我們的學習也必須藉由四個角度
來支撐和平衡。 首先， 我們必須瞭解正統的穆斯林是如何理解他們的信仰和實踐
的。 我們需要設法體會穆斯林的經歷
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排除先前的偏見， 坐
下來聆聽他們所說的一切。 基督徒對於穆斯林的理解和見證必須中肯， 必須願意
按照穆斯林的定義來對待伊斯蘭教及其所信奉的理念。
其次， 要充分利用各種非穆斯林的研究成果， 如： 歷史和語言學工具， 來著
重文本而非行為。 宣教士和神學家們經常傾向藉由西方基督教之神學範疇的經驗
來解析伊斯蘭教； 然而， 和東方的文化研究者們一樣， 他們也經常被迫將伊斯蘭
教歸類至本非它的範疇。 行為科學家也和人類學家一樣， 運用參與觀察的技能來
了解穆斯林， 然而他們卻缺乏認識文本的技能。 我們實在需要運用所有這些工具，
來好好地瞭解穆斯林。
第三， 要研究大眾穆斯林的信仰和實踐。 這些通常是正統的伊斯蘭教與原有
的本土或種族宗教混合而成的一些信仰和風俗。 例如人們渴望透過聖人或聖女、
神殿或護身符而獲得能力和祝福。 民間穆斯林與正統穆斯林的需求有些不同。 他
們因對惡魔或有害勢力的懼怕而感到需要拯救， 而不是因為感到有罪而需要救贖。
我們所傳的福音， 必須符合他們感受到的需求。
要保持椅子的平衡， 還需要第四條腿
我們在穆斯林當中的， 以及對穆斯
林所作的見證。 這一條對前三條來說是必要的。 認識到穆斯林的需要而不承擔義
務是不負責任的。 當我們抬頭望見清真寺的塔尖時， 可以看到一輪新月
伊斯
蘭教的象徵。 新月反射出亮光， 就像伊斯蘭教反映了某些聖經的亮光那樣， 但新
月的中間卻是空的， 或者說是黑暗的。 我們的使命就是用「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之神的榮光」（參哥林多後書四 6）來充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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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前文所提到的阿資哈爾清真寺及開羅大學的場景中， 伊斯蘭教的教長
或教授手裡或頭上放著一本書， 書本代表了所要傳遞的訊息。 學生們圍坐成一個
圓圈以便交談和默想。 他們的鞋子脫放在門外， 因為清真寺既是學習的地方， 也
是禮拜的地方。 這些鞋子代表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歷和實踐。 訊息、 互動與
回應， 及經歷與實踐
這三者必須時刻聯繫在一起。
本書《走進伊斯蘭教世界》嘗試將這三者交織一起， 可以成為你學習的實用
指南。 即每星期， 本書和你的導師提供訊息； 學習期間， 你與其他學生的交流和
回應， 還有其中與穆斯林接觸的經歷。 如果你將這三者交織在一起， 將有助於對
伊斯蘭教的認識， 並將在你個人和你所遇到的穆斯林的生命中， 結出纍纍的碩果。

湩壯％ 大湩巾瞙（J. Dudley Woodberry）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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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你正用本書《走進伊斯蘭教
世界》， 同時也是標題， 來作為
你的閱讀與學習課程的基礎教
材。 本篇導論部分， 說明了課程
的特色以及常規作業。 若你只是
閱讀本書， 而未參與我們的課
程， 相信你仍盼望透過瀏覽本書
的詳盡課程介紹， 來航行於稱之
為每一課的每一篇章。 相信你亦
能享受於本課程所分派的課後活
© Caleb Project

動。 你 也 可 以 透 過 網 站 http://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來
進一步了解《走進伊斯蘭教世
界》的課程內容。
穆斯林們的拜功

我們的基本前提
在撰寫制訂這些課程教材之前， 我們
乃是仰賴以下的基本前提：
1.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獨一真
神。 我們為祂做所有的事工。 祂的順服
和榜樣， 是我們無法比擬的。 因為基督
是我們的盼望， 我們對未來與穆斯林的
關係， 也因此充滿了盼望。 當你在評估
此課程時， 請你評估我們如何呈現救主
基督的性格。
2. 我們渴望與穆斯林平等地相處。 我們不

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達到神的標準。
我們尋求克勝在我們之間立起高牆的社
會參與模式。 這些模式導致我們按意識
形態、 政治和民族主義妄下結論。 我們
希望建立一個瞭解與同理的基礎， 要透
過與穆斯林建立持久的關係來拆除這些
障礙， 正如基督主動與我們建立和諧的
關係一樣。 在本書中必須對伊斯蘭教作
出評估之處， 我們謹慎地使用了我們也
希望別人用於我們的同樣的標準。 我們
相信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標準是基督。
請將我們對衡量穆斯林的公平的標準，

認為需要與他們一再地辯論， 因為他們
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對他們不存畏

與基督之公正的典範相比。
3. 我們是福音的傳揚者。 我們願意與人分

懼， 不加以譴責， 也不會為之貼上邪惡
的標籤。 與基督相比， 我們都不是義

享的， 就是相信耶穌基督而得著救恩的
好消息。 我們盼望在與人分享基督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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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也維護所有民族的原有價值。 我們
相信我們有責任分享我們在耶穌基督裡

事情， 而不是帶著有條件的基礎。 彼得前
書三章 15 節說：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

的信仰， 並選擇行使分享我們信仰的基
本人權。

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 敬畏的心
回答各人。 」對我們的見證有什麼回應，

4. 我們相信彰顯耶穌基督的愛， 也包括解

掌握在神的手裡， 基督徒不能表現出任何
方式的脅迫。

決人們所有的需求。 正如基督把我們更
新成為新造的人， 我們的信仰以及我們
對人類的同理心， 促使我們建立友誼、
傳揚福音、 並做對於個人和社會整體都

整個課程當中， 我們也呼籲基督徒為
穆斯林禱告， 為改善他們的處境而努力。
如你所知， 許多穆斯林得不到基本的人

有益的善行， 透過提供醫療、 教育、 社
會、 經濟和政治的需求來幫助人。

權、 基本的教育、 醫療保障、 乾淨的水或
足夠的食物， 甚至許多人也不能自由地實

5. 我們是非常實際的。 我們用實用的知識

踐他們的宗教信仰， 世沒有權力管理他們
自己的事務。

和經驗來裝備基督徒， 使之能立即瞭解
穆斯林並與他們作朋友。 凡渴望在穆斯
林當中生活的人， 均需進一步學習有關
伊斯蘭教
， 甚至他們的語言。
、 穆斯林文化

給我們的穆斯林讀者
很高興您閱讀我們的材料。 我們認為
基督徒瞭解他們的穆斯林鄰居、 同事以及
學生們， 是相當重要的。 遺憾的是， 還有
太多的基督徒由於缺乏對伊斯蘭教的知
識， 和與穆斯林之互動的經驗， 對穆斯林
仍抱持著偏見。 我們不鼓勵辯論或爭論，
而是提倡對穆罕默德、 伊斯蘭教和穆斯林
應持具有建設性， 且不帶偏見的態度。

我們承認， 我們的方法可能不同於人
們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佈事件以來，
從各機構所聽到的公眾反應。 遺憾的是，
很多人的反應還是出於對恐怖主義的懼
怕， 並繼續不加批判地支持以色列， 且否
認每個社會的成員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力。
還有些人貶損穆罕默德或伊斯蘭教， 不承
認所有的現代社會對伊斯蘭教文明深重的
罪債。 我們課程中有個部分就是鼓勵基督
徒為他們奉基督之名， 對穆斯林所犯下的
錯誤（如： 十字軍東征、 奴隸制度、 帝國
主義， 甚至包括當前各種形式的政治經濟

甚至雖然「迦勒計劃」（Caleb Pro-

壓迫）來懺悔和道歉， 無論這種錯誤是出
於什麼誤會。 基督徒不應在這些議題上保

ject）是個傳福音的機構， 我們亦不以任何
形式強迫或引誘人們改變他們的信仰。 我

持沉默， 不應容許耶穌基督的名被號稱為
基督徒的機會主義者的罪行所玷污。

們極力反對帶有負面形式的個人見證， 這
樣的見證常常因不尊重他人的傳統和觀

我們很欣喜地幫助了一些教會對於地

點， 而引發爭論。
我們都是傳福音的人， 分享我們的信
仰是義務也是責任。 然而， 我們瞭解， 必
須以一顆溫柔、 慈愛和敬畏的心來做這件

方與全球社會的穆斯林， 作了建設性的回
應。 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來， 我們已經
開辦了許多的課程， 而當地社區的穆斯林
領袖們也被邀請發表演說， 並且受到熱烈
的歡迎。 課堂上的學生們也閱讀了古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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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及許多穆斯林作家的作品。 我們也向
他們介紹巴基斯坦的基督徒， 他們對於中

目標和引言， 這將為你所要教導的內容提
供一個概略的認識。 也請注意其他課堂上

東的這些會眾， 有了更為平衡的觀點； 並
且我們也鼓勵每位學生為了友誼的緣故，

使用過的材料， 特別是在前後章節使用的
材料， 這樣你就不必重複別人已教導過的

開始與穆斯林熟悉的友人展開開放性的對

內容了。 請將你個人的經歷和故事靈活地
融入你的教案中。 因為你的觀點極為寶

話
， 而不是以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為目的。
我們強烈地認為基督徒應該虛心地傾
聽穆斯林的心聲， 因為穆斯林對他們的觀
點的解釋， 遠遠勝過我們的解釋。 我們本
可以選擇由基督徒作者或非宗教界作者所
提供的資料， 來解釋穆罕默德的生平、 穆
斯林對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貢獻， 和穆斯林
社會中的不同意見。 然而， 我們卻堅信由
穆斯林所提供的資料更勝一籌， 在這些主
題上會更具權威性。 我們也認為基督徒無
論對伊斯蘭教已有何種程度的瞭解， 都會
因閱讀這些文章而受益匪淺。 我們相信此
課程將有助於基督徒增加對穆罕默德、 伊
斯蘭教和穆斯林的瞭解。 因為看到了我們
的共同點； 而或許他們會第一次認真地聽
到穆斯林的心聲， 並合理地解釋他們的信
仰。 我們要特別感謝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大
使館（Royal Embassy of Saudi Arabia）、
阿馬納出版社（Amana Publications）， 及
賈維阿克塔爾博士（Dr. Javeed Akhter）對
我們將他們的文章收錄於本書內的信任。
我們誠摯地盼望
而這也正是我們的用
意

我們所有的材料， 均能被證明是一
貫的尊重， 同時清楚地呈現我們在耶穌基
督裡， 順服地向穆斯林們分享我們的信仰
之渴望。

致授課教師
很高興你們能藉由你們的經驗， 來教
導本教材。 在備課時， 請參閱相關課程的

貴， 我們不要求你照本宣科； 事實上， 我
們認為將你自己對上課內容主題的觀點和
看法融入到學生的學習過程中， 會更加吸
引人。

課程結構：授課環節
本課程重點， 乃是將課程目標與學生
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相結合。 可以透過以
下方式達到每一目標：
1. 引 起 動 機： 提 出 一 些 介 紹 性 的 問 題
（「思考問題」）， 發給學生有關課程
「目標」的閱讀材料。
2. 目標： 每一課的主題。
3. 複習重點和先前提及的概念： 本課引言
和課堂複習。
4. 傳遞新訊息： 本周授課內容和閱讀作
業。
5. 學習指引： 課堂及線上論壇討論。
6. 表現測評： 測驗、 期末考試， 及線上論
壇討論。
7. 提供回饋： 作業評分， 及線上論壇討
論。
8. 學習評估： 期末考試和書面報告。
9. 鞏固學習內容和綜合學習： 與穆斯林建
立友誼、 實地走訪清真寺、 線上論壇討
論及禱告。

課程作業
本系列課程的作業包括閱讀， 與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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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朋友、 實地參觀清真寺、 期末測驗
等。 考試內容可能包括書面文章、 口頭報

其他內容

告， 或者兩者兼具。 以下是對這些作業的
詳細說明。

思考問題： 這些介紹性的問題能將你引入
課程， 為你的思想建立基本的架構。 在開

閱讀作業

始學習之前， 請用片刻的時間回應一下這
些問題。

每套課程閱讀都旨在鞏固和補充課堂
教學所獲得的知識。 若於課前讀畢， 效果
將最為理想。 並非所有的閱讀材料都能在
本書找到
， 有些只能在配套的網站上找到
。
在每一課中， 問題導覽包括「思考問

問題討論： 你可以使用這些開放性的問題
與他人討論課堂材料。 這可作為課堂活
動， 也可為你的論壇提供觀點， 或者僅僅
供你自己推敲琢磨。
推薦閱讀 & 行動： 這部分是額外的閱讀和

題」、 「引言」、 「課程目標」， 它們將
幫助你注意閱讀上的重點。 如果你沒有多

活動， 可能是你們感興趣的或教授所安排
的作業， 包括閱讀、 觀摩、 禱告、 參觀訪

餘的時間， 那麼請在課前閱讀這三部分，
因為它們將有助於你在課堂上的參與和學

問、 吃飯、 聆聽、 會議、 購物或搜尋網站
資料等活動。 推薦的閱讀和活動列在每課

習。 有些閱讀材料具有爭議性， 用於激發
思考， 並不強迫學生認同裡面的觀點。 每

的最後
， 提供了更多有關本課主題的資料
。

套閱讀分成三個部分：

與穆斯林建立關係

重點閱讀： 每一課有二十頁左右的
重點閱讀。 我們極力推薦所有學員

僅僅學習有關穆斯林的知識， 而不去
認識穆斯林或與他們交談， 會錯失我們希
望你從本課程得到的最豐富的經歷。 所

都能閱讀這些材料。 這有助於對每
一課重點的掌握。 這些閱讀材料就

以， 本課程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在我們的
幫助下， 去認識一位穆斯林。 課程要求與

在本書每課的引言之後。

穆斯林見兩次面， 目的是讓你透過詢問你
穆斯林朋友的生活、 價值觀和想法等， 與

基礎閱讀： 這部分每一課約有三十
五頁： 包括重點閱讀和基礎閱讀。

他們有所接觸並學習。 你可以藉由與他們
吃午餐或喝咖啡， 而這樣開始：

我們極力推薦所有的學員都能好好
地作此兩項閱讀。
完整閱讀： 這部分每一課約有四十
五頁： 包括重點閱讀、 基礎閱讀和

我正在修有關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
課， 我有項作業， 要我請一位穆斯林
和我分享他們對身為穆斯林的意義有
何看法。 你願意幫助我嗎？

完整閱讀。 我們建議所有打算與穆
斯林共事的學生都要好好地讀完整

最理想的是， 你的第一次會面應該安
排在第三課之後與第九課之前， 第二次會

閱讀。

面則要在課程結束之前。 每次會面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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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課堂助教可能會要求你將你對會面的

絕，不要以為他們對你個人有什麼看法。

個人反思作為日記記錄下來。
與穆斯林在一起的目標就是聆聽和學

也要意識到那個人可能正忙著；如果他是

習。 對他的看法、 觀點、 信仰和文化一定
要特別敏感。 開始的時候， 那人可能有疑

客，那麼你就留在附近等他忙完，再開始

心， 認為你只不過是想讓他「改信」， 甚
至會對你有所提防。 可能這位朋友先前與

課，不要強留他與你談話，你們可以另外

基督徒的接觸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需要發
洩一下牢騷。
你的談話不要集中在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之間的不同點上。 千萬不要爭論或辯
解。 如果你想與之作朋友的人變得很好
辯， 那麼就請耐心地傾聽。 如果你能提出
一些問題， 務必使對方知道你渴望向他學
習。 如果你的朋友是移民或留學生， 問問
他們家鄉的生活狀況， 那裡的人吃什麼，
他們的孩子如何接受教育， 你朋友最思念
家裡的什麼， 在這裡的生活有什麼困難等
等。 本書作者之一查爾斯‧ 馬什（Charles
R. Marsh）所寫的〈與穆斯林信徒分享我
們的信仰〉（第八課）之閱讀材料， 可能
對你準備與穆斯林新朋友見面會有幫助。
與穆斯林見面交談：你也許很想知道到哪
裡可以與穆斯林見面交談，又該如何著
手。以下是一些建議。穆斯林通常就在你
周圍，只是你還沒有認出他們來。無論你
在哪裡，停下來細心觀察你身邊的人，尋

店員，顧客正大排長龍而他必須招呼顧
你們的交談。如果你的朋友正趕著去上
約定時間。下面是一些開場白的例子：
打擾一下， 請問您剛才跟您朋友說的
是什麼語言？
聽您講話帶點口音
。 請問您是哪裡人？
對不起， 我看您戴頭巾。 請問您是
穆斯林嗎？
然後說明你詢問他的原因， 並進一步
邀請他幫助你：
我對伊斯蘭教很感興趣。 不瞞您說，
我正在學習有關伊斯蘭教的課程， 我
們其中的一項作業是找位穆斯林聊聊
天， 以更加瞭解伊斯蘭文化和信仰。
我們可以約個時候在一起說說話嗎？
非常謝謝您的幫忙。
如果那個人同意了， 就可以約定見面
的時間和地點。 別忘了交換電話號碼， 或
留下其他聯絡方式， 以備那人初次見面沒
有出現。 他可能會對你的誠意和意圖表示

要的是，求神帶領你與那位穆斯林建立友

懷疑， 或者搞錯了你們見面的時間。 打電
話確定你們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請儘量不

誼，然後等候神所帶領的那個人的出現。

要讓人認為你找他們只是要完成你的作

如何開始：與穆斯林開始交談的方式，和

業。 穆斯林非常友善與好客。 你如果尊重
他們， 就會減少他們的戒心。

找你可能已接觸過許多次的穆斯林。最重

與任何一位你新結交認識者的交談方式一
樣。要意識到他可能會討厭別人因他特別

女性與女性，男性與男性：因為在伊斯蘭

的口音或服飾而被你認出來。如果你被拒

教裡，性別的角色分得很清楚，所以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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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都盡可能選擇與你同性的穆斯林。
如果你是男性，遇到一位穆斯林女性，就
問她有沒有兄弟或男性朋友願意與你談
話。如果你是女性，就詢問你遇到的那位
男性有沒有女性親戚或朋友可與你聯繫。
如果你問某人是不是穆斯林，而他回答不
是，這時候不要太尷尬。只要道歉就行。
說明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並請他介紹

瞭解， 以能為他們禱告， 或是其他特別因
素如你正與一群或一位穆斯林共事。 或許
你希望往後能住在穆斯林們當中。 但至
少， 你實在必須在與剛好是穆斯林的這個
人好好地坐下來談話時， 有所經驗且足具
洞見。

實地參觀清真寺

一位他可能認識的穆斯林與你認識。

本課程的另一項作業， 是參觀清真寺
和實地觀察伊斯蘭教的拜功過程。

繼續與你的穆斯林朋友交往：在本課程結

實地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觀察、 聆聽、
從他們的禮拜中學習， 並有機會與清真寺

束之後，你與你穆斯林朋友的關係可能會
中斷；但如果還保持聯絡，你總會有機會
與你的穆斯林朋友談論你的信仰。接觸過
幾次之後，你的朋友可能會開始問及關於
你和你的信仰問題。在你回答的時候請保
持開明的態度，不要太急於求成。最好不
要馬上邀請他們上教會，即使他們想去也
不要讓他們去，因為許多基督徒的文化習
俗可能會冒犯他們，除非他們事先心裡有

的穆斯林交談。 要對他們的觀點、 看法、
信仰和文化非常的敏感， 因為開始他們可
能懷疑你只是想找他們辯論。 本書中查爾
斯‧ 馬什所寫的閱讀材料〈與穆斯林信徒
分享我們的信仰〉（第八課）， 對你準備
參觀清真寺會有幫助。
不要將你的問題集中在基督教和伊斯

準備。

蘭教的不同點上， 也不要與禮拜者或他們
的領袖爭辯。 如果他們在你所不認同的方

與基督徒朋友在家裡查經或吃晚餐，
是比較好的開始。 把你的穆斯林朋友介紹

面表現得極為獨斷， 你只要聆聽他說話就
可以了。 如果你有機會提問， 就問他們對

給基督教機構， 帶領他參加團契， 用愛心
關心他們， 這種互動方式往往勝過可能讓

身為穆斯林的看法， 他們怎麼實踐伊斯蘭
教， 及伊斯蘭教對他們來說有何意義。 清

人感到不舒服的說教。 你與你朋友的關係
也許無法持續到與他們分享整個福音的地

真寺之旅應該可以為你「與穆斯林見面交

步， 然而神會利用這短暫的接觸幫助你成
長， 也許會透過你的友誼撒下希望的種
子， 往後再由其他人灌溉和收割。
這個作業可能令你覺得有壓力。 我們
鼓勵你能勇敢對待。 先前修過此門課程的
學員， 也結交過穆斯林朋友， 都有很好的
經歷。 你已決定上此門課程， 或買下此書
以能瞭解穆斯林。 或許你希望能有更多的

談」這個作業創造機會。
參觀期間， 請小心你的舉止。 觀察穆
斯林是怎麼做的， 並按照他們的指示行
事。 如果你不小心做錯了或引起某種冒
犯， 得馬上道歉。 不要為你的行為辯解，
只需謙恭地問你應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 在進入清真寺的拜功房
之前， 要將你的鞋子脫放在正確的地方。
男人和女人的著裝都很保守， 應該穿寬鬆

課程簡介

的衣服。 女性不要穿短裙、 無袖裝， 或其
他比較暴露的衣服； 女性還需要完全蓋住
頭髮。 男人和女人在清真寺裡必須分開
坐。 在拜功房裡面的時候， 所有人都必須
保持安靜和肅穆。 如果有人要求你進去之
前清洗或要你坐在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照
著做， 不要有任何異議。 然而， 你也可以
請他們指示你應當如何做， 你並非一定得
參與這些儀式。 你的目的是帶著恭敬的態
度觀察。 你必須以尊重的態度對待伊斯蘭
教的聖典古蘭經， 不可在上面塗寫， 也不
可將之放在低於腰部的位置。
如果有人邀請你在拜功完畢之後去用
餐， 不要拒絕， 因為拒絕是很不禮貌的。
他們請你吃的東西， 多少要吃一點， 即使
不餓也要賞臉。 如果你剛好生病或對某些
食物過敏， 要及時解釋， 但必須清楚地表
達你的謝意。 吃飯的時候， 與一起吃飯的
人低聲地交談， 注意不要打斷別人的談
話， 也不要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講。 不要只
和同去的人說話， 要注重與那些請你們吃
飯的人說話。 多問問題勝於發表見解。 席
間和接下來交談的時間， 要繼續觀察並模
仿穆斯林主人的舉止。 特別應該注意的
是， 如果那些穆斯林男人坐在某個地方，
那麼你們課堂上的男學生也應該坐在他們
當中， 並與他們交談。 女生也是如此。
如果穆斯林要送你禮物， 那麼就收下
並表示感謝。 如果他們拿出一些資料來出
售， 你若想要就買， 但不是必需。 離開清
真寺的時候， 一定要向你們的主人親自表
達感激之情， 感謝他們的熱情接待， 感謝
他們樂意解釋他們的信仰， 並且允許你參
加他們的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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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譯文
原文書所引用的大部分古蘭經譯文，
都是來自於 Pickthall、 Shakir 或 Yusuf Ali
譯本。 其他出處均有註明。 古蘭經經節沒
有統一標準。 如果引用的經文與古蘭經譯
本相應的章節不符， 則請參照相鄰的經文
（編按： 中文版除非另外特別註明， 多用
馬堅譯本）。

導讀圖示
整本書均使用不同的圖示來引導你的
學習。 有些圖示表示閱讀階段， 並指示你
讀到哪裡該停下來， 接下來該讀哪裡。 其
他圖示表示每課重點。 主要圖示表示的意
義如下：
閱讀圖示
這個圖示表示「重點閱讀」， 極
力推薦所有的學生都要閱讀。
這個圖示表示「基礎閱讀」， 可
以幫助你在「重點閱讀」上有更
深的瞭解， 也極力推薦所有的學
生都要閱讀。
這個圖示表示「完整閱讀」。 欲
參英文版的完整閱讀材料， 可至
網 站 http://www.encounteringislam.org/readings 進行線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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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圖示

此圖示指出探究古蘭經重要經文
和概念的重點。

此圖示指出並討論學生應當知道
的一些聖經上或文化上的重要概

此圖示表示這些故事為我們開了

念。

一扇窗， 讓我們能瞭解穆斯林和
有穆斯林背景之基督徒的生活。

此圖示指出並討論外展認識穆斯
林的正確方式。

此圖示表示該處討論穆斯林婦女
特有的問題。

此圖示指出主要穆斯林聚居地區
的概覽， 並描繪每一地區族群的
特點。

此圖示指出闡明每課要點的引
文。

常見英文辭彙

常見英文辭彙
Abu Bakr： 艾布‧ 伯克爾， 第一位男性皈
依者， 穆罕默德的支持者， 第一位哈里
發
Aisha： 阿伊莎， 穆罕默德最喜愛的妻子
（第三個妻子）
Ali： 阿里， 穆罕默德的堂弟， 繼承人（什
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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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matic： 靈恩， 強調超自然之恩賜的
個人宗教經歷
Christendom： 以地域定界的基督教界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堡
以前的稱呼
contextualization： 本地化、 本土化或處
境化
Creed： 見證， 信條， 第一支柱
Crusades： 十字軍東征， 基督徒征服聖地

Allahu Akbar： 阿拉伯語， 意思是「真主
至大」

耶路撒冷的行動（1200s： 1300s）
Dar al-Harb (dahr ahl-hahrb)： 戰爭之境，
伊斯蘭教主管之外的領地（戰爭）

Amulet： 護身符
Animism： 萬物有靈論

Dar al-Islam (dahr ahl-ihs-lahm)： 伊斯蘭
之境， 穆斯林統治的地區（和平）

Arabic： 阿拉伯半島， 亞洲半島西南
Arabic： 阿拉伯語， 閃族語言， 古蘭經所
用的語言

da‘wa (dah-ah-wah)： 號召令， 號召所有人
跟隨安拉

Arabs： 阿拉伯人， 說阿拉伯本族語的人
Aya： 古蘭經中的一章
Ayatollah： 安拉的象徵， 什葉派高級合法
學者的頭銜
Bedouin： 貝都因人， 阿拉伯沙漠中的遊
牧民族
Believers： 一神論者， 安拉的信徒
Bismillah： 「奉真主之名」， 對真主的祈
禱詞

dhimmi (thihm-mah)： 受保護的對象， 通
常指生活在伊斯蘭教法下的猶太人和基
督徒
du‘a (dah-wah)： 祈禱詞， 非正式的禱告
evil eye： 惡眼， 帶來罪惡之嫉妒的窺視
al-Fatihah (ahl-fah-tee-hah)： 法 諦 海， 古
蘭經的第一章開端， 禮拜當中重複誦念
的經文
Fatima (fah-ah-tee-mah)： 法蒂瑪， 穆罕默
德和赫蒂徹（Khadija）所生的女兒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國， 晚期的
東羅馬帝國

fatwa (faht-wah)： 伊斯蘭教法

Byzantium： 拜占庭， 古希臘城市（伊斯
坦堡）

Gabriel： 天使長吉卜利里， 即加百列， 安
拉派去將古蘭經啟示給穆罕默德的人

Cairo： 開羅， 埃及首都， 伊斯蘭教的中心
caliph (khah-lihf)： 哈里發， 伊斯蘭教以前

gospel： 福音書， 耶穌的信息， 引支勒
hadith, Hadith (hah-deeth)： 聖訓， 傳統；

的政治精神領袖
Caliphate (khah-lihf-ate)： 哈里發政權， 由
哈里發統治的穆斯林國家

folk Islam： 民間伊斯蘭教

解釋伊斯蘭教的文學彙編； 先知語錄
Hagar： 夏甲， 以實瑪利的母親
hajj (hahj)： （麥加）朝覲； 第五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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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al (hah-lahl)： 清真， 允許的， 合法的
hanif (hah-neef-ah)： 哈尼夫， 伊斯蘭教之
前的阿拉伯一神論者
haram (hah-rahm)： 禁止的， 非法的
Hasan (hahs-sahn)： 哈桑， 阿里的兒子，
穆罕默德的外孫
Hegira (hihj-rah)： 出走麥地那， 同 Hijra
Hijra (hih： (hihj-rah)： 希吉拉， 穆斯林出
走（從麥加出走到麥地那）
Holy Black Stone： 聖黑石， 克爾白天房裡
神聖的石頭
Holy City： 聖城麥加
Holy House： 真主之屋， 克爾白天房
Husayn, Husain, Hussein (hoo-sayn)： 侯
賽因， 阿里的兒子， 穆罕默德的外孫，
為什葉派所悼念

Islamist： 伊斯蘭主義者， 極端的伊斯蘭教
政治或社會活動者
jihad (jee-hahd)： 聖戰， 對內追求聖潔的
屬靈爭戰， 對外擴張領土的戰爭， 媒體
常用語
jinn (jihn)： 精靈， 有邪惡的也有善良的
Ka‘aba (kah-ah-bah)： 克爾白天房， 在麥
加， 裡面放有聖黑石， 是伊斯蘭教的中
心地
kafir (kah-fi hr)： 忘恩負義的， 異教徒
Khadija (khah- dih-jah)： 赫蒂徹， 穆罕默
德的第五個妻子
madrasah (mahd-rah-sah)： 伊斯蘭教學校
Mahdi (mah-dee)： 救世主， 再臨的彌賽亞
man of peace： 和平之子， 歡迎基督徒見
證的社區領導人（路加福音十 5-9）

Id al-Adha, Eid al-Adha (eed ahlahd-

masjid (mahs-jihd)： 清真寺

hah)： 宰牲節， 表示朝覲結束
Id al-Fitr, Eid al-Fitr (eed ahl-foohtihr)： 開

MBB：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Mecca： 麥加， 伊斯蘭教的聖城； 克爾白

齋節， 表示齋戒月的結束
ijma (ahj-mah)： 公議
imam (ee-mahm)： 阿訇， 伊斯蘭教長， 專
業的神職人員
Imam (ee-mahm)： 伊瑪目， 教長， 傑出的
法學家（遜尼派）； 安拉指定的繼承人
（什葉派）
infidel： 非信徒， 多神教徒， 異教徒， 偶
像崇拜者
Injil (ihn-jeel)： 引支勒， 原始的未敗壞的
福音； 現在的新約
Isa (ee-sah)： 爾撒（阿拉伯語）， 耶穌
Ishmael： 易斯馬儀， 即以實瑪利， 阿拉伯
人之祖先易卜拉欣， 即亞伯拉罕的兒子
Islam (ihs-lahm)： 伊斯蘭教， 服從； 穆斯
林的一神論信仰

天房所在地
Medina (mah-dee-nah)： 麥地那， 伊斯蘭
教第二聖城
Messenger of God, The： 真主的使者， 穆
罕默德
Middle East： 中東， 亞洲西南部
minaret： 清真寺尖塔， 呼叫禮拜時所用
Monophysite (mo-nof-ih-site)： 基 督 一 性
論者， 認為基督具有不可分割的神人合
一性
mosque (mahsq ：
) 清真寺， 穆斯林禮拜禱
告的地方
Muhammad (moo-hahm-mahd)： 穆 罕 默
德， 最後一位先知， 伊斯蘭教的創立者
（570-632）
mujahid, mujahideen (moo-jahhihd, moo-

常見英文辭彙

jah-hah-deen)： 聖戰士
mullah (moo-lah)： 毛拉， 穆斯林宗教領袖
或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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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第二支柱
saum (suh-woom)： 齋戒， 第四支柱， 尤
其在齋戒月期間

Muslim (moos-lihm)： 穆斯林， 一個服從
的人； 伊斯蘭教的追隨者

Shahada (shah-hah-deh)： 伊斯蘭信經， 見
證信仰； 第一支柱

Nestorian： 聶斯托利派， 認為基督有截然
不同的兩性： 一個是神性， 一個是人性

Shari‘a, Shari‘ah (shah-ree-ah)： 理想的伊

Ottoman： 奧斯曼， 土耳其帝國（c.1300：
1922）
Paradise： 樂園， 死後的獎賞
People of the Book： 曾受天經的人， 猶太
人和基督徒
Persia： 波斯， 西南亞古帝國的領地
Pillars of Faith： 信仰之柱， 穆斯林的五大
宗教義務

斯蘭教法； 表達在古蘭經、 聖訓、 聖行
中的真主的意志
sheik, sheikh, shaykh (shaykh)： 教長， 部
落或宗教領袖
Shi‘i (plur., Shi‘a) (shee-ee)： 什葉派， 占少
數（15%）的一個伊斯蘭教分支， 阿里
的追隨者
shirk (shuhrk)： 拜偶像的， 被認為是多神
教徒， 或譯作舉伴主

pir (peer)： 年長者， 聰明的人； 聖人； 屬
靈導師（蘇非派）

Sind： 信德， 巴基斯坦一地區名稱； 一河
流名

popular Islam： 大眾伊斯蘭教， 普通穆斯
林的做法， 對付懼怕和神靈問題

Sufi, Sufi sm (soo -fee)： 蘇非派， 伊斯蘭
教神祕主義派別； 知曉真主的存在； 與

power encounter： 權能會戰， 透過禱告與
邪惡勢力交戰
prophet： 先知， 神所啟示的申言者
The Prophet： 穆罕默德先知， 安拉的使者
Qur’an (Koran) (quhr-ah-ahn)： 古 蘭 經，
伊斯蘭教的聖典
Quraysh (koor-ray-ihsh)： 古萊什部落， 麥
加一個佔優勢的阿拉伯部落（穆罕默德
的）
rakat (sing., rakah, raka) (rah-kat, roo-koouh)： 八拜， 規定的一套禮拜儀式
Ramadan (rah-mah-dahn)： 齋戒月
rasul (rah-sool)： 使徒； 使者； 先知； 穆罕
默德的稱謂
salaam (sah-lahm)： 和平， 問安
salat (sahl-laht)： 拜功， 每天必須五次的禮

真主的關係
Sunna (soon-nah)： 聖行， 被確定的標準化
的先例； 以穆罕默德的榜樣為基礎， 來
自於聖訓
Sunni (plur., Sunnis) (soon-nee)： 遜尼派，
最大的（85%）伊斯蘭教分支； 起源於
聖行
Sura (Surah) (soo-rah)： 章， 古蘭經的篇章
ta ethne (tah ehth-nay)： 萬民， 人民團體
tawhid (tahw-heed)： 用來表示神的唯一與
獨一性
Traditions： 傳統， 聖訓
truth encounter： 認識真理， 不通道者與
聖經的接觸
Ulama (oo-lah-mah)： 烏拉馬， 在伊斯蘭
教法下培養的穆斯林學者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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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r (oh-oo-mahr)： 烏馬爾， 穆罕默德的
岳父； 後來的第二任哈里發
umma, ummah (oom-mah)： 烏瑪， 穆斯林
社會； 伊斯蘭教統一平等的民眾
Uthman (ohth-mahn)： 奧特曼， 穆罕默德
的堂弟， 第三任哈里發
Wahhabi (plur., Wahabiyin) (wahhah-bee,
wah-hah-bee-yeen)： 瓦哈比派， 遜尼派

伊斯蘭教的一個保守派分支
worldview： 世界觀， 價值體系
Yathrib (yehth-rihb)： 雅斯里布， 聖遷的
目的地； 後改名為麥地那
Zaid (zah-eed)： 扎伊德， 穆罕默德的養子
zakat (zah-kaht)： 天課， （為貧困者）的
法定救濟稅； 第三支柱

第一部

伊斯蘭教的發展

第一課

伊斯蘭教的創立
思考問題
 是什麼影響穆罕默德成為領袖？
 我們從穆罕默德身上看到什麼？
 穆罕默德的生命方向與基督所選擇的道路有何不同？
 基督徒對穆罕默德應持什麼態度？

課程目標
描述伊斯蘭的創立和穆罕默德的生平。 包括：
1. 伊斯蘭創立之前， 阿拉伯半島的歷史、 文化和宗教背景。
2. 穆罕默德決定逃離麥加的苦難生活， 並透過政治手段在麥地那（Medina）追求
成功， 與基督選擇通往十字架道路的對比。
3. 伊斯蘭的發展史， 從穆罕默德的第一個啟示到政治上接管麥加， 以及穆罕默德
之死。
4. 穆罕默德對猶太教和基督教聖經傳統的抵制， 對抗麥地那的猶太人， 改變朝拜
方向， 征服麥加， 將伊斯蘭運動轉變成阿拉伯宗教。
5. 早期伊斯蘭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相互影響， 包括穆罕默德時期阿拉伯半島上缺
乏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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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於人類墮落的本性， 我
們總是帶著自己的文化框
架， 用帶著偏見的有色眼鏡來觀
察這個世界。 我們透過這樣的眼
鏡來編撰、 理解和評論我們所經
歷的一切。 除非我們看到有人戴
著不同的眼鏡， 否則往往不會意
識到自己戴著的文化有色眼鏡。

界。 這將使我們更瞭解和評價以
及感受穆斯林（Muslims）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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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瞭解伊斯蘭教， 我們需要
戴上一副不同的眼鏡來看這個世

土耳其母親和孩子

們的世界。 我們會改正先前不正
確的觀點， 並擴大自己的理解範圍，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認同或接受所看到的一切，
因那不是本書的目的。
本書不僅旨在發展對穆斯林觀點的瞭解和尊重， 還要為我們與穆斯林建立深入且
持久的良好關係作準備。 雖然很多與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有關的事會讓我們卻步， 但我
們的重點是建立和善與友好的關係， 並強調傾聽和學習。

穆罕默德的第一個啟示
讓我們從穆罕默德的第一個啟示說
起， 這個經歷帶來了伊斯蘭教的誕生。 穆
罕默德的其中一位妻子在有關他的言行
錄， 亦即聖訓（Hadith）中清楚地描述了
這次經歷：
啟示降與使者之初是始於真夢。
使者所夢猶如晨輝。 後來使者喜歡獨
靜， 他到希拉山（Hira）山洞辦功靜
悟， 數個晝夜均不回家， 直到想家和
需要乾糧時才返回赫蒂徹（Khadija，

其妻）那裡， 為再次前往作準備。 終
於， 真理臨到他了。 這時， 先知正在
希拉山洞， 天使突然降臨對使者說：
「你誦念！」先知回答說： 「我不會
念。 」
先知補充說： 「天使緊緊地抱
我， 以至於我感到快忍受不住了， 然
後他鬆開手再次要我誦念， 我說：
『我不知道怎麼念。 』於是他第二次
使勁地抱我， 以至於我又感到快忍
受不住了。 於是他又鬆開說： 『你誦
念！』我還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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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知道應該念什麼）。 』這
時， 天使第三次緊緊地抱我， 鬆開
後說： 『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義
而宣讀， 他曾用血塊創造人。 你應當
宣讀， 你的主是最尊嚴的。 』」（古
蘭經九六 1-3）阿拉的使者因所受
的啟示和驚悸而返回到赫蒂徹那裡，
他說： 「快給我蓋上被子！快給我蓋
上被子！」他們就給他蓋上被子， 直
至他心神安定， 他向赫蒂徹敘述經過
時說： 「我擔心有事情將會發生在我
身上。 」赫蒂徹安慰他說： 「不要這
樣。 以安拉發誓， 安拉絕不會棄絕
你。 因為你慈憫親友， 幫助軟弱無力
者， 關心窮人， 款待客人， 解救人們
脫離患難。 」赫蒂徹遂將使者帶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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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一定竭力襄助你。 」但是不
久， 沃萊蓋去世了， 啟示也中斷了一
些時日。 1
穆罕默德在麥加附近的希拉山洞裡，
似乎經歷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這件事徹
底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其他一些聖經人
物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創世記第卅二章記
載雅各和神的使者一整夜摔跤； 撒母耳記
上第三章說撒母耳需要以利的鼓勵， 才敢
聽神的聲音。 在聖經的記載中， 大部分天
使的造訪故事開頭都是天使說： 「不要害
怕。 」在這一段描述當中， 穆罕默德顯然
是受到了驚嚇， 而在故事中也沒有要他不
要害怕的吩咐。

「你怎么看待先知穆罕默德？」

的堂兄沃萊蓋（Waraqa bin Naufal bin

穆斯林朋友在一開始和我們建立友誼

Asad bin Abdul Uzza）那裡， 沃萊蓋
是伊斯蘭教建立之前就成為基督徒

時， 經常會問這個試探性的問題。 我們如
何回答， 往往會影響與他們的關係之發展

的。 他通曉希伯來文， 並用希伯來文
根據福音精神寫了許多作品。 但當

方向。 穆罕默德一直被人指控為精神上有
問題， 是個癲癇患者， 甚至是個被魔鬼附
身的人。 因為他對婦女和猶太人的所做所

時， 他是一位雙目失明的長老。 赫蒂
徹對沃萊蓋說： 「堂兄啊， 聽聽你侄
兒的見聞吧！」沃萊蓋遂問道： 「我

為， 人們對他一直持否定的態度。 然而，
他卻是歷史上最大、 最持久及最有影響力

的侄兒呀， 你看見了什麼？」使者便
講述了自己所見。 沃萊蓋聽後對使者

的運動之一的創始者。 如果要誠實地列出
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清單， 則不容忽

說： 「那位正是安拉曾經派給穆薩
（Moses）的 密 使（天 使 吉 卜 利

略穆罕默德。 然而， 我們對這位伊斯蘭教
先知和造就了他的環境， 又瞭解多少？

里）， 但願在你傳教之日我仍年輕力
壯， 但願在你的族人驅逐你背井離鄉

瞭解伊斯蘭教的誕生和發展的環境，
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和客觀地瞭解穆罕默

的時候我還健在。 」使者驚異地問
道： 「我的族人會驅逐我嗎？」沃萊
蓋用肯定的語氣說： 「是的， 像你帶

德。 我們需要承認當時的基督徒和教會的
軟弱與失敗。 而且， 我們會探究早期的伊

來的這類訊息， 無論何人帶來都會遭
到反對。 在你為聖之時， 如果我還健

斯蘭教如何在麥加發展並且受迫害， 從一
場改革運動演變成在麥地那創造一個新興
而截然不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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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從一個可憐的孤兒， 成了可
信賴的談判高手和成功的商人。 後來成為

部分是他早期追隨者的遺孀， 受他的保
護， 政治的聯姻也帶來了阿拉伯各部落的

宗教和社會的改革家， 繼而成為大有能力
的政治領袖。 穆罕默德號召人們敬拜唯一

聯盟團結。 他娶的妻子中有一個是年輕女
孩， 有幾個是女奴， 還有一個是他養子的

真神（One True God）， 萬物的創造者。
他反對偶像崇拜， 反對虐待窮人、 孤兒和

妻子。
最初， 穆罕默德希望與麥地那的三個

寡婦， 反對富人放高利貸。 他呼籲人們降
服於真主， 為真主的賜予獻上感恩， 免受
將來真主的審判。 因為他的這些立場， 他

猶太部落聯合。 在遭遇反對後， 他驅逐了
兩個部落， 殺害了第三個部落的八百男
丁， 將婦女和孩子賣為奴隸（當時的普遍

和他的追隨者受到本族人的殘酷迫害。

作法）。 穆罕默德和他的臣民還襲擊商
隊， 違反條約。 我們不該認為穆罕默德利

從麥加出走到麥地那
受過十二年之久的迫害之後， 穆罕默
德和他的一夥追隨者逃到雅斯里布

用擴展控制權， 使人被迫皈依伊斯蘭教，
或使他們全都自願皈依。 穆罕默德襲擊古

（Yathrib）， 也就是後來的麥地那， 伊斯
蘭發展的一個重大里程就此展開。 穆罕默

萊什人（Quraysh）的商隊， 對他的敵人
進行經濟報復； 他還攻打那些不順從他的
阿拉伯部落。 這也許形成了伊斯蘭世界未

德將迫害和苦難看作是令人憎惡的， 視追
求成功為他一生的道路， 並將成功視為真

來擴展的固定模式， 也設定了其成功的畫
面。 然而， 其暴力的規模遠不及蒙古入侵

主祝福的記號。 伊斯蘭曆法的起始點不是
從穆罕默德的出生日或他去世時算起， 也
不是從希拉山洞的第一次特殊經歷開始，

戰、 十字軍東征， 或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
和種族屠殺。

而是從出走麥地那開始。 穆罕默德將雅斯
里布要他來平息部落紛爭的邀請， 看作是

按照他那個時代來評價
當我們按照穆罕默德生活年代的眼光

真主拯救他脫離苦難。 這次的遷徙， 開創
了一個嶄新、 繁榮的伊斯蘭社會， 包括麥

來評價穆罕默德的成就， 而不是用現在的
標準來評斷他時， 情況會是如何？現代社

地那第一座清真寺的建造和穆斯林禮拜制

會花了多長的時間才廢除奴隸制度， 給予
婦女投票權和其他權利？

度的確立。 今天， 全世界的穆斯林要求進
行拜功， 每天五次， 嘴裡念著宣禮詞：
「真 主 至 大！快 來 禮 拜 吧！快 來 成 功
吧！」

把人當作財產是我們歷史文化的一部
分。 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 所羅門的妻子
有多少個是年輕的女奴？馬利亞嫁給約瑟

隨著新穆斯林社會勢力的壯大， 穆罕
默德開始流露出權力腐敗的跡象。 雖然穆
罕默德對第一任妻子赫蒂徹一直相當忠

有多少人像大衛和基甸一樣敗壞了， 敗在
自己的不忠和墮落之下？如果我們衡量站

誠， 直到她過世。 但在赫蒂徹過世後， 穆
罕默德還是娶了九至十一個女人。 她們大

在法老面前的亞伯拉罕， 或面對戰爭的約
書亞， 我們對他們和他們所處的時代， 又

的時候年紀多大？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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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什麼瞭解呢？我們當今精神領袖的失
敗， 又說明了什麼呢？我們自己又如何
呢？我們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 又是作何
反應？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受過試探但沒有
犯過罪的人作為榜樣， 那麼唯有基督的一
生， 才能作我們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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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人性的失敗， 並只強調他的弱點而不
承認他的優點。 我們能否把穆罕默德看作
是一個致力於反對偶像崇拜、 反對虐待婦
女、 孤兒的進步的改革家呢？一個將封建
部落社會統一成為法治社會的領袖？一個
和我們一樣的凡人和罪人？

人的本性導致基督徒總是定睛於穆罕

古蘭經是怎麼說的？
古蘭經

四章中的頭一章叫作法諦海（al-Fatihah）， 意思是開端。 在某些方面， 它
類似新約中的主禱文。 「比較學習這兩段禱告文， 會除去我們對伊斯蘭教禱告懷有的陌生
感， 幫助我們瞭解基督徒和穆斯林屬靈方面的一些共同點。 想想穆斯林的禱告， 或許能給
我們設身處地的瞭解， 領悟他們與真主之間的某些關係。 」1 穆斯林拜功（Salat， 即禱告）
時， 每天要誦念五遍法諦海。
阿拉伯語法諦海的譯文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讚頌， 全歸真主， 全世界的主，
至仁至慈的主，
報應日的主。
我們只崇拜你， 只求你佑助，
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
你所佑助者的路， 不是受譴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誤者的路。
本章的頭一句是整個古蘭經重複最多次的經文。 第一行文字稱作「奉真主之名」（The
Bismillah）， 是任何場合都要說的一句話， 比如避開詛咒， 祝福孩子， 吃飯之前或新事務
開始的時候。
1 Colin Chapman,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Praying for Muslims,” in Dudley Woodberry, ed., 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Monrovia, Calif.: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1989), p.306.
摘自：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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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諦海：古蘭經的開篇章

示： 基督徒是否要為其周遭的人對神的看
法負責？我們與他人接觸而造成的負面見
證而非正面見證， 達到何種程度？
在伊斯蘭教剛起步的時候， 阿拉伯半
島上缺乏聖經的見證。 穆罕默德和阿拉伯
各族沒有本族語言的聖經。 這一地區零星
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實踐的是異教的作法，
所以他們未能彰顯聖經對社會問題的解決
之道， 而這些問題是穆罕默德想要去糾正
的。 直到西元 837 年， 聖經才被翻譯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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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語， 1516 年後才得以大量出版（在此
之前只有少量學術文獻）
。 在過去的十四個
世紀裡， 只有極少的基督徒涉足穆斯林的
宣教事工。 即使在今天， 儘管每三個非基

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影響
作為一個真理的尋求者， 穆罕默德為
何沒有看見基督彰顯在與他同時代的基督
徒身上呢？他們好像四分五裂， 將精力更
多地用於地上帝國的政治統治， 而不是用
於與他們周遭的人群分享基督。 第七世紀
的少數幾個宣教亮點都離阿拉伯半島太
遠， 如將福音帶進印度和中國的聶斯托利
派（Nestoraianism）， 將基督帶到日耳曼
族的塞爾特（Celts）。 如果穆罕默德所處
時代和地區的基督徒不那麼種族主義， 不
那麼本位主義， 那麼情況會是如何呢？如
果基督徒能幫助穆罕默德擴大他對神之真
理的認識， 那麼情況又會是如何？這些純
理論上的問題， 在今日給了我們一些提

督徒當中就有一個是穆斯林， 但在每十二
個宣教士中， 才有一個在他們當中工作。
穆罕默德似乎期待他周遭的猶太教徒
會肯定他的信息。 然而當他們對之持以否
定態度的時候， 伊斯蘭教便漸漸地背離猶
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傳統。 然後， 一個
啟示出現了， 指示他面向麥加禱告， 而不
再是耶路撒冷， 並且規定齋戒月禁食， 取
消贖罪日。 實施麥加朝覲是為了聯合阿拉
伯部落， 利用每年返回麥加朝覲的機會，
使他們團結在伊斯蘭教的旗下。 2
─K.S.， 編者

2 From Sahih Bukhari, The Collection of Hadith,
narrated by Aisha; trans. M. Muhsin Khan; vol.
I, bk. 1, no. 3. Aisha was Muhammad’s favorite wife in his ol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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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開始
威廉‧ 米勒（William M. Miller）

編者的話
我們在學習以下這篇文章的時候，
應該自問： 「我們要如何才能更平衡地對
待伊斯蘭教的創立者， 和我們自己的基督
教歷史？」我認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
差異不在於基督徒的行為， 而在於基督徒
將誰當作救主。 基督徒不應表現得比他人
優越， 因為這是自大傲慢的表現， 也不符
合為基督作見證的聖經原則。
米勒博士（Dr. Miller）是我的導師。
在他在世的最後幾年間， 我曾有幸受教於
他， 也看到他對穆斯林的極大愛心。 作為
一名忠實的禱告者， 他保存著大量的索引
卡， 上面記錄他遇到的穆斯林的名字， 幾
十年來一直為他們每個人禱告。 他在基督
恩典裡的堅定、 溫柔、 謙卑的心， 對伊斯
蘭教不妄加批評的態度， 至今仍給我留下
深刻印象。 特別讓我記憶猶新的是， 他在
九十五歲高齡的時候， 還能脫口背出希伯
來書十二章 1 至 3 節：

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
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有些人樂意向他們的穆斯林朋友和熟
人宣講基督， 有些人積極為穆斯林禱告，
還有些人透過言語和行動， 使基督為人所
知； 所有這些人都有必要清楚地知道穆罕
默德是誰， 及他教導的是什麼。 雖然基督
徒學者們寫了許多關於伊斯蘭教歷史和教
義的經典著作， 但有些基督徒似乎對這個
宗教政治體制是如何開始的， 及它是建立
在什麼樣的教義和實踐之上等問題， 仍然
模糊不清。 這位阿拉伯先知大部分有趣的
故事在這篇文章中， 都只是作簡要的講
述， 如同早期的穆斯林歷史學家所講述的
那樣。 我們力求做到「用愛心說誠實話」
（以弗所書四 15）。 然而， 在講述穆罕默
德生平故事的時候， 不可能完全符合歷史
細節， 因為資料來源主要是傳統， 而有些
傳統是在穆罕默德死後一段漫長的時間才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
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

出現。 最可靠的來源就屬古蘭經了。 下面
所講述的事實， 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和非穆

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
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

斯林作者們所一致認同的。

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

受真主的眷顧， 大約西元 570 年的時
候， 一個男孩在阿拉伯半島西部的麥加呱

穆罕默德時期的阿拉伯半島

米勒是在伊朗宣教的基督教長老會之宣教士， 事奉時間從西元 1919 年至 1962 年。 他於 1995 年辭世， 享壽 101
歲， 是參加學生志願運動的最後幾位宣教士之一。
改編自 William M. Miller, A Christian’s Response to Islam（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0） pp.
13-40。 經蒙允使用， 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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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墜地， 被取名作穆罕默德（意即受讚揚
的人）。 那些為他取名的人根本沒有意識

一顆被賦予極大宗教意義的隕石。 雖然阿
拉伯人不是嚴謹的宗教民族， 但麥加的這

到他將會對世界產生多麼大的影響， 幾乎
沒有幾個人能相比， 而且確實會受到幾個

座神殿和對它的朝拜儀式， 在他們心中是
至高與寶貴的， 是他們文化傳統中的一個

世紀以來千千萬萬民眾的頌讚。
阿拉伯半島地域遼闊， 大多地方是沙

重要部分。

漠。 在沙漠地帶， 貝都因（Bedouin）遊
牧民族帶著他們的畜群四處遷移， 住在他
們的黑帳篷裡過著遊牧的生活。 那裡也有
城市， 富裕的商人在城裡作生意， 最主要
的城市就是麥加。 經過麥加， 駱駝商隊背
著貨物， 在南部的葉門和北部的敘利亞之

阿拉伯半島上的哈尼夫人
（Hanif）、猶太人和基督徒
並非麥加所有人都滿意他們國家的狀
況。 政治局勢不穩定， 許多小部落之間經
常爭戰， 國家缺少統一團結， 有被周遭大
帝國， 如波斯、 拜占庭和埃塞俄比亞等國
吞併的危險。 大眾化的宗教並不能讓少數

間穿梭。 麥加既是重要的商業中心， 也是
聖城。 從古時候起， 城裡就座落著一棟立
方體的建築， 名叫克爾白（Ka’aba， 立方

想認識真主的人滿意。 據說一小群有學識
的人， 也就是哈尼夫人曾經聚在一起商討

體的意思）， 被認為是天房（House of Allah）。 有一個說法是， 這聖屋曾被一場大

這些政治和宗教問題。
難道在阿拉伯半島， 沒有人能告訴他

洪水摧毀， 亞伯拉罕（易卜拉欣）和他的
兒子以實瑪利（易司馬儀）又將之重建。

們， 有位獨一的真神？的確， 從古代起，
大批的猶太人曾居住在阿拉伯半島， 有一

在阿拉伯文裡， 安拉（Allah）的意思是真
主（神）， 阿拉伯人公認他就是至高的

些人住在麥加。 在麥加以北 280 英哩的麥
地那有三個大型猶太部落， 各部落都有他

神。 究竟阿拉伯人是從猶太人那裡認識他
的， 還是從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那裡繼承

們的猶太教會堂和經典。 他們在物質方面
相當富裕， 皆擁有駱駝、 房子、 土地和該
城商業主要的控制權。 他們的教育和生活

了這個知識， 我們不得而知。 穆罕默德父
親的名字是阿卜杜拉（Abd Allah）， 意思
是「安拉的僕人」。
雖然當時的阿拉伯人承認安拉是至高
者， 但他們不認為他是唯一的神， 他們也
沒有特地去敬拜他。 他們崇拜許多位其他
的神明， 在穆罕默德年輕的時候， 克爾白
天房裡放滿其他男神和女神的偶像。 阿拉

水準都高過周遭的阿拉伯異教徒。 阿拉伯
人知道猶太人不崇拜偶像， 只崇拜安拉，
那位看不見的真主（神）。 但猶太人不太
可能讓異教徒瞭解那藏在他們經典裡的屬
靈寶藏。
阿拉伯半島上也有基督徒。 在其北

伯人每年去麥加參加一年一度的商品交易

部， 有幾個已經成了基督徒的阿拉伯部
落。 在南部的納季南（Nejran）地區的許

會時， 他們按照慣例也會去克爾白天房朝
覲， 繞天房走七圈， 親吻或觸摸鑲置在牆

多基督徒皆有他們的主教和牧師， 還有古
敘利亞語的聖經。 東方聶斯托利派教會先

裡的聖黑石（al-Hajar al-Aswad）。 這是

前派過宣教士到阿拉伯半島， 但並沒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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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多大的成功， 大部分的阿拉伯人仍然是
異教徒。 基督徒似乎缺乏愛心和聖潔的生

能力的年輕人。 在他廿五歲的時候， 受雇
於麥加一個名叫赫蒂徹極富有的寡婦， 並

活， 屬靈力量似乎也不夠強大， 這使他們
未能有效地在阿拉伯半島完成宣教使命。

陪同她的商隊去敘利亞。 這次商旅， 他表
現得極為出色， 所以回來的時候， 四十歲

穆罕默德的童年

的赫蒂徹提議與他結婚。 穆罕默德同意了
這門婚事， 他的妻子給了他愛、 財富， 以

穆罕默德的父親阿卜杜拉在穆罕默德
出生前， 就在麥加去世了（約西元 570
年）。 穆罕默德的母親阿米那（Amina）
在他六歲的時候也去世了， 成了孤兒的穆
罕默德被託付給他的祖父撫養。 這位老人
不久也去世了， 穆罕默德又被給了他的叔
叔艾布‧ 塔利卜（Abu Talib）撫養， 塔利
卜待他非常好。 穆罕默德的家族是一個非
常強大的古萊什部落中的一分子， 該部落
掌管著克爾白天房。 雖然艾布‧ 塔利卜是
個頗有影響力的人， 但也很貧窮， 據說穆
罕默德在沙漠裡當過一段時間的牧羊人。

及在麥加極有社會權勢的地位。
穆罕默德和赫蒂徹生了兩個兒子及四
個女兒， 在赫蒂徹去世之前的二十五年
間， 他沒有另娶別的妻子。 兩個兒子在幼
年時都夭折了， 使得他們承受極為沉痛的
打擊。 這些年間， 穆罕默德與麥加的首要
人物結交， 漸漸熟稔國內的宗教政治局
面。 赫蒂徹有個親戚是篤信基督教的哈尼
夫人， 穆罕默德可能與他和其他的哈尼夫
人討論過阿拉伯半島的一些問題。 穆罕默
德知道猶太人和基督徒崇拜安拉， 不崇拜
偶像。 雖然他仍然在克爾白天房敬拜， 但

還傳說他在十二歲的時候， 隨他叔叔跟著

他很有可能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座天房裡的

一個商隊去了敘利亞。

偶像並不是真神。

婚姻

影響的擴大

穆罕默德長成了一個性格溫和又極有

從我們所知道的穆罕默德的歷史看

穆罕默德是誰？
他甘願為信仰受迫害， 最終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還有那些相信他並把他看作領袖的人
們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他基本的為人。 假設穆罕默德是冒名者所
引起的問題， 比它能解決的問題更多。 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名人像穆罕默德那樣， 在西方這
麼的不被認識。
進深閱讀
W. Montgomery Watt, Mohammad at Mec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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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很清楚的一點是， 他是個很誠摯的尋
求真主的人。 此時他已有時間和金錢旅

同支派的成員之間激烈的爭吵， 是不是因
為這點而阻止了他請教基督徒導師呢？還

行。 難道他沒有想過， 可以去納季南或敘
利亞或埃塞俄比亞， 從那些有學問的基督

是作為一個來自麥加的阿拉伯人， 那種民
族驕傲感， 使得他不願謙卑自己而屈身向

徒那裡詢問他們聖經中關於神的事嗎？穆

作為少數民族的猶太人和基督徒請教呢？

罕默德好像從來沒有認真努力地學習過聖

無論是什麼原因， 穆罕默德很可能就在此
轉捩點錯過通往神的道路。 他未能從向他

經裡寫的是什麼。 他知道聖經是在猶太人
和基督徒手裡
， 後來他也證實聖經是真理
。

顯明基督的人那裡尋求屬靈上的幫助。

他所接觸到的聖經內容， 顯然是來自那些
不能夠或不願意給他正確信息的人。 結

穆罕默德被任命作安拉的先知

果， 穆罕默德直到生命終結的時候， 都未
能瞭解真正的福音是什麼。 他見到教會不

據說穆罕默德和其他尋求神的人， 經
常去距離麥加三英哩處的一個山洞裡靜默

古萊什族譜
阿卜德‧ 馬納夫

阿巴斯王朝
（第二個伊斯
蘭王朝：
750-1258）

哈希姆氏族

阿卜德‧ 沙姆斯氏族

阿布德‧穆塔里布‧卒於 578 年

伍麥葉王朝
（第一個伊斯蘭王朝： 661-750）

艾布‧ 塔利卜，
卒於 619 年
阿里，
卒於 661 年，
第四任哈里發

© Caleb Project

哈桑，
661 年卸任

侯賽因，
遭謀害

阿卜杜拉，
卒於 570 年
穆罕默德， *
卒於 632 年

哈爾卜

艾布‧ 阿斯

艾布‧ 蘇富楊

阿凡

穆阿維葉，
卒於 680 年，
第五任哈里發

奧斯曼，
卒於 656 年，
第三任哈里發，
下令銷毀古蘭經

法蒂瑪嫁給阿里
魯卡婭嫁給奧斯曼
烏姆‧ 庫勒蘇姆嫁給奧斯曼

* 附註： 第一任哈里發艾布． 伯克爾（Abu Bakr al-Siddiq， 卒於 634 年）的女兒為阿伊莎（Aisha）；
第二任哈里發烏馬爾（Umar Ibn al-Khattab， 卒於 644 年）的女兒為哈芙莎（Hafsa）， 均是
嫁給穆罕默德。 以上所有年代均為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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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 大約 610 年， 那時穆罕默德已經四
十歲了， 正值齋戒月的一個晚上， 他和他

an）的意思是誦讀。 穆罕默德確信臨到他
嘴裡的話語不是出自他自己， 而是真主的

的家人正待在那個山洞裡。 根據傳統的說
法， 天使加百列（吉卜利里）在穆罕默德

話語， 他不過是個「誦讀者」。 所以穆斯
林認為古蘭經不是穆罕默德的著作， 而是

熟睡的時候降臨到他面前， 並命令他誦
讀。 命令重複了兩遍， 穆罕默德問他該誦

真主的。

讀什麼。 天使說： 「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
的名義而宣讀， 他曾用血塊創造人。 」

降示給穆罕默德的信息
穆罕默德領受的最關鍵的信息是萬物

（古蘭經九六 1-2）當他醒來的時候， 穆
罕默德對剛才的經歷疑慮萬分， 不知這究

非主， 唯有創造了天上、 地下和其中一切
的真主。 人類是真主的僕人， 降服真主並

竟意味著什麼。 這是來自於那啟示預言者
的神靈嗎？還是來自於安拉？穆罕默德從

遵從他是人類的第一天職。 真主提供了人
類一切所需， 這展現了真主對人類的恩典

猶太人那裡聽說過安拉差派過先知到以色

和憐憫， 人類應當心存感恩。 當可怕的末
日大審判來臨時， 大地將為之震動， 真主
將使所有已逝的人復活， 一個個審判他

列的萬民中去， 但沒有差派過先知到阿拉
伯人中。 這是不是來自安拉的信息， 要他
成為他本族人的先知和使徒？他向他忠心
的妻子訴說了這件事情， 她就安慰他， 並
肯定那的確是一個對先知身分的委任。 然
而，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好像並沒有其他
的啟示降示給他， 穆罕默德的情緒變得非
常低落， 甚至想自殺。
大約兩年之後， 其他啟示才開始以各
種不同的形式降示下來。 有時穆罕默德能
看見天使加百列， 有時他只能聽到聲音，
有時他聽到鈴鐺的聲音， 藉著鈴鐺聲， 將
天使加百列的話傳到他那裡。 有時候信息
從夢境中降示， 有時候是閃現在思想中。
當有啟示臨到他的時候， 他會變得躁動不
安， 大顆的汗滴從他臉上冒出。 他常會倒
在地上， 口吐白沫。 信息總是以阿拉伯語
降示給他， 穆罕默德一字一句地說出他所
領受的信息， 親耳聽到這些話語的人則用
筆記下來。 穆斯林普遍認為穆罕默德本身
是個文盲。 在他過世之後， 這些信息就被
匯 整 起 來， 合 併 成 古 蘭 經， 古 蘭（Qur’

們。 他將獎賞那些敬拜他並行善的人去天
堂享受； 而對於行惡， 特別是拜偶像的
人， 則會判他們永入火獄。 穆罕默德是從
哪裡得到這個信息呢？穆斯林堅持說那是
來自真主直接的啟示； 然而， 我們大概會
猜測， 對於真主的唯一性的真理， 可能是
與猶太人接觸時留給他的印象。 對於復活
日和審判日的觀點， 也是穆罕默德從一些
基督徒宣教士的講道中所得知的。 無論這
些真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臨到他， 總之穆
罕默德是帶著極大的熱情來宣講， 並努力
希望帶領麥加人悔改並信仰唯一真神。

穆罕默德在麥加講道的果效
當穆罕默德剛開始聲稱他是真主派來
的先知時， 只有少數人馬上相信他。 他們
是他的妻子赫蒂徹； 他年輕的堂弟阿里
（Ali）， 阿里本是他家族的一員， 後來成
了 他 的 女 婿； 還 有 他 的 養 子 扎 伊 德
（Zaid）。 還 有 艾 布‧ 伯 克 爾（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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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r）， 一個受人崇敬的商人， 與穆罕默
德家沒有親戚關係， 他公開承認信穆罕默

詞是伊斯蘭（Islam）， 意思是服從。 這成
了這場運動的名稱。 從一開始， 伊斯蘭教

德。 其他人， 大部分是出身低微的人， 也
隨之加入這場運動。 然而穆罕默德最想贏

就是被構想成政教合一的宗教， 一個在政
治社會中表達的宗教； 在這個社會中， 穆
罕默德在真主的權柄下， 掌管著宗教和民

取信任的是這個城市的領導階層， 但他們
卻對他不屑一顧並奚落他。 他究竟是誰，
一個普通人卻能有如此的言論？而且他關

間的一切事務。 他的立場類似於摩西對以
色列神權政治的看法。 麥加的古萊什人非

於復活的信息也令人難以置信。 死去的骸
骨如何能再重新活過來呢？他們譴責他是

常痛恨這個在他們國家中興起的新國家。
在 穆 罕 默 德 傳 教 的 第 十 年（西 元

在玩妖術， 是個騙子。 當穆罕默德開始告
訴眾人， 克爾白天房的眾神不是神時， 麥

620）， 他遭受了兩大不幸事件。 自小就
幫助和保護穆罕默德的好叔叔艾布‧ 塔利

加的人怒不可遏， 開始對他那數以百計的
追隨者進行迫害。 他們不能對穆罕默德做

卜去世了， 他一直沒有成為穆斯林； 還有
他忠實能幹的妻子赫蒂徹也去世了。 幾個

什麼， 因為有他的叔叔艾布‧ 塔利卜保護
著他。 迫害相當厲害， 穆罕默德不得不送
八十位追隨者到基督教國家埃塞俄比亞避

月之後
， 穆罕默德和一個寡婦信徒結了婚
，
這使穆罕默德得到些許安慰。 他還娶了七

難。 他們在那裡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一直
到後來他們在麥地那又加入了穆罕默德的
隊伍。 反對浪潮並沒有使穆罕默德停止對
敵人痛切的譴責， 他告訴他們， 真主將會
降下憤怒。 新的皈依者不斷地加入穆罕
默德的行列， 他鼓勵他們要堅強， 並對他
們講述古先知和信徒在患難時無所畏懼的
故事。

穆斯林社會形成和進展

歲的阿伊莎（Aisha）

他朋友艾布‧ 伯
克爾的女兒。 三年後， 穆罕默德將他這位
朋友接到自己的住處。 阿伊莎成了他最喜
歡的妻子。

希吉拉（Hijra）：
出走麥地那（西元 622）
由於未能夠在麥加取得進一步的發
展， 穆罕默德不得不轉移到更有利的地方
繼續他的使命。 他決定前往麥加以北 280

穆罕默德向來致力於建立一個以安拉

英哩處的雅斯里布。 他到達那裡之後， 將
其改名為現在大家所熟悉的麥地那， 意為

及他的使者為主的信仰社會， 使人們緊緊
地團結在一起， 完全不同於阿拉伯社會的

先知之城。 雅斯里布的人比克爾白天房的
守護者具有更開放的思想， 那一地區近一

血緣社會。 他們的基本信仰， 後來成了他
們的信仰宣言（Shahada）， 其內容是：

半的居民是猶太人。 異教徒阿拉伯人很欣
賞猶太人卓越的文化和財富， 但嫉恨他們

「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使
者（先知）。 」那些服從這種信仰的人就

在經濟上的成功。 據說在西元 621 年的時
候， 穆罕默德遇到了十二個來自雅斯里布

叫作穆斯林， 因為阿拉伯語裡面， 穆斯林
的意思是順服的人。 源於同阿拉伯字根的

到麥加朝覲的人， 他就使他們皈依了伊斯
蘭教。 這些人在他們的城市贏得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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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分布？
當今八大穆斯林聚居區

許多人認為大部分
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
居住在中東， 但穆斯林

歐亞族

林分布在地球的每一個
角落， 佔了世界人口的
百分之廿三。 北非、 阿
拉伯半島和中東超過二

阿拉伯語世界

土耳其族
波斯米底

回民
南亞

撒哈拉以南

億二千三百萬穆斯林，
占穆斯林總數百分之二

馬來族

十， 他們當地的語言是
阿拉伯語， 因而阿拉伯
語也成了世界上第五大交流時使用的最廣泛語言。
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四個國家分別是： 印尼（一億八千七百萬）、 巴基斯坦（一億七千
七百萬）、 印度（一億七千二百萬）和孟加拉（一億四千六百萬）。 伊朗、 土耳其和尼日
利亞本國的穆斯林在七千萬至七千四百萬之間。 總之， 有四十九個國家的穆斯林人口是主
要人口。 另有廿七個國家的穆斯林超過了一百萬， 中國有二千五百萬， 俄羅斯有一千四百
萬。 大部分穆斯林定居在亞洲和太平洋（九億八千六百萬）、 阿拉伯世界（三億一千七百
萬）和非洲（三億四千八百萬）， 也有越來越多人舉家遷至法國、 德國、 英國和美國等國
家。 歐洲有四千三百萬穆斯林， 北美有三百五十萬。 全世界的穆斯林正以每年 1.9%的速
度增長， 主要原因是高出生率。
多達二千一百個穆斯林族群缺乏可自立更生的教會繁殖運動。 世界約有 8%的宣教力
量集中在穆斯林。
許多穆斯林面臨著食物和淨水的缺乏、 教育的落後， 醫療保健甚差， 生活貧窮， 他們
還經常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 也缺乏基本的人權。 我們同情他們的處境， 因而要伸出援手
提高他們的福利。
摘自：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Operation World.

© Caleb Project

世界要複雜得多。 今天
超過十億六千萬的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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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者； 一年以後參加朝覲的時候， 來自
雅斯里布的七十二個男人和兩個女人會見

從這個事件開始， 穆斯林才有了他們的歷
史紀元， 先知和他的追隨者們在麥地那建

了穆罕默德， 宣誓效忠於他， 並願用他們
的性命來保衛他， 穆罕默德也承諾要為他

立了他們的社群。 這被認為是伊斯蘭教真
正開始之日。 今天， 在穆斯林的土地上，

們而戰。 從這個盟約， 我們可以看出穆罕
默德想要建立的社會性質。

文獻、 信件、 報紙等都是以希吉拉為日期
標記（A. H., anno Hegirae， 穆斯林陰曆的

當接近啟程前往雅斯里布的日子的時
候， 穆罕默德得到了一個異象。 他沉思著
為什麼十三年以來， 他的努力都未能夠贏
得本地人的支持？一個使他振奮的異象臨
到了。 他看見自己從麥加被抬到了耶路撒
冷， 耶路撒冷是他和他的追隨者禮拜的朝
向， 如同猶太人一樣。 在耶路撒冷， 穆罕
默德被抬舉到了天上， 和過去的眾使徒和
眾先知交談， 並受到他們的認可和尊重。
在一些傳說中， 此夜之旅（Lailat al-Miraj）
被敘述成他的肉體升到了天上； 但另外一
個說法是， 他的妻子阿伊莎說穆罕默德那

開始紀年）。

與猶太基督教傳統脫離關係
穆罕默德在麥加的這些年間， 從未聲
稱他行過神蹟以證明他是先知。 然而， 當
被問到他用什麼來證明他是真主所派來
的， 他回答說他的神蹟是古蘭經（其每一
章 的 經 文﹝ayat﹞在 阿 拉 伯 語 裡 稱 為 跡
象）， 因為沒有人能創作出像古蘭經那樣
的傑作。 穆罕默德認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
經典也是真實的， 但這些宗教的信徒們曲
解並敗壞了他們的宗教。 他堅持認為真主

天晚上並沒有離開過床。 穆罕默德在麥加
這段失意的期間表現出來的勇氣和信心，

差派他來， 是呼召人們回歸到真正的宗
教， 即亞伯拉罕的宗教。 作禮拜時， 他模

及他要取得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念， 確實值
得我們稱讚和佩服。 穆罕默德這種忍耐堅

仿猶太人的做法， 也將禮拜方向定為耶路
撒冷， 他非常希望贏得猶太人的忠心和支

強的心， 若是表現在耶穌基督的服事中就
好了！

持。 他從未聲稱自己具有神性， 他常對人
們說： 「我和你一樣是人。 」他也明白他
需要認罪悔改， 需要請求真主的寬恕， 和

在給麥加人最後的信息中， 穆罕默德
嚴厲地譴責他們不信仰真主， 並對他們說
將有可怕的懲罰要臨到他們， 無論是今世

其他人沒有兩樣。
穆罕默德騎著駱駝到雅斯里布的時

還是後世都逃脫不了。 然後他吩咐他的追
隨者組隊踏上前往雅斯里布的旅程， 這一

候， 許多不同部落的人都力邀他成為自己
部落的客人。 為了不得罪他們， 他便讓他

段旅程要花費幾個星期。 古萊什人正計劃
阻止他離開麥加
， 得知消息後
， 他和艾布‧

的駱駝為他作決定。 他隨駱駝想在哪個地
方蹲下， 讓他下來； 他就下來， 後來就在
那個地方建立居所， 並建造了第一間專為

伯克爾就逃離了城市， 在一個山洞裡躲藏
了幾天， 然後選擇了一條更為安全的路線
取道雅斯里布。 這次出走， 在阿拉伯語裡
稱作希吉拉， 發生在西元 622 年的夏天。

朝拜的清真寺。 據說他的第一次佈道是在
星期五， 結果星期五在伊斯蘭教裡成了聚
禮日。 穆罕默德的兒子扎伊德回到了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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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帶著全家搬到這裡。 麥地那的政治形
勢非常混亂， 因為各部落之間沒有統一的

來， 他就把朝拜方向改為麥加了。 據說有
一天當他站在清真寺的眾信徒面前， 帶著

中央政權來維護和平。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
臣服於穆罕默德並成為穆斯林， 穆罕默德

他們朝耶路撒冷禮拜時， 他突然轉過身來
朝著南方， 面向麥加完成了這次禮拜。 當

很快就成了該城民間和宗教兩方面的統治

時未能夠贏得猶太人的支持和皈依， 他想
以這種方式來博取古萊什人的好感。 穆罕

者。 他的統治還算英明， 並為新首都制定
了法律條規。
穆罕默德開始希望麥地那的猶太人能

默德在辯解這種根本的改變時說， 克爾白
天房是亞伯拉罕事奉的地方， 它是敬拜真

夠接受並支持他的信條。 可能就是在這個
時候， 真主降示了一個啟示， 要求他對還

主的最初之地。 這種朝拜方向的大轉變是
一個非比尋常的行為， 它意味著拋棄了猶

沒有信他的人採取調和寬容的態度， 不要
強迫他們接受伊斯蘭教。 這命令就是：
「對於宗教， 絕無強迫。 」（古蘭經二

太基督教傳統， 開闢一條與聖經教義相
關， 但許多本質方面卻與之衝突的新路

256）後來這經文被廢棄了。 雖然有些猶
太人相信穆罕默德， 認為他的到來在他們
的經文中預言過了， 這也正是穆罕默德所
要尋求的明證， 但大部分猶太人仍然表現
冷淡。 他們知道他不可能是他們的彌賽
亞， 彌賽亞必須是大衛（達伍德）的後
裔。 當穆罕默德發覺出他們的態度之後，
稱他們為偽信者。 他們於是坦白地告訴他

線。 伊斯蘭教被建立成一個獨立的政教合
一體系。

使用武力的決定
在麥地那的第二年， 麥加移民的生活
變得非常艱困。 因為他們的經費用完了，
也許麥地那信徒的好客也是裝出來的， 必
須想辦法維持這個群體的生存。 安拉有什
麼好辦法呢？一個啟示降示給了穆罕默

說， 他的到來在他們的信條中並沒有被預
言過， 他就指責他們曲解了他們的聖典。

德： 「先知啊！你當對不信道者和偽信者
戰鬥並嚴厲地對待他們。 」（古蘭經九

他並不是指責他們改變了原來的經文， 而
是說他們忽略了他。

73）所以穆罕默德開始準備行動了， 就像
貝都因（Bedouin）族長們在財務困難時

伊斯蘭，一個獨立的政教合一體系

經常做的事情一樣： 他打著安拉批准的幌
子來襲擊麥加人的商隊。 他曾用和平的方

在出走麥地那的第二年， 穆罕默德與
猶太人的關係完全決裂。 一開始， 他們還

式勸誘他們臣服於他， 但努力了十三年之
久都未果而敗。 現在他要使用武力截獲他

會慶祝贖罪日， 但現在變成以齋戒月禁食
來 取 代。 他 還 制 定 了 宰 牲 節（Id al-

們的商隊， 這樣既打擊了他們又解決了自
己的問題。

Adha）， 以記念亞伯拉罕（易卜拉欣）用
公羊代替他兒子（被認為是以實瑪利）獻

穆罕默德在禁月期間派出了一支隊伍

祭的故事。 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曾一度朝北
對著耶路撒冷的方向朝拜， 但一個啟示下

去截獲麥加的一個商隊。 阿拉伯人有個習
俗， 就是禁月期間禁止打仗。 他們大獲全
勝並瓜分了所有戰利品。 雖然穆罕默德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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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可以在翻譯聖經時使用「安拉」一詞嗎？
麥西（Joshua Massey）
能否將「上帝、 神」（God）翻譯成「真主、 安拉」（Allah）？這個問題在非阿拉伯
世界引起熱烈的爭論， 那裡許多虔敬的基督徒確信安拉是位假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在
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當中卻不存在這樣的爭論， 他們不斷地將 elohim 和 theos（希伯來語
和希臘語聖經中， 上帝一詞的原始寫法）翻譯成「安拉」， 從八世紀最早發現的阿拉伯語
聖經譯本直到今天， 都是這樣翻譯的。
大部分學者認為「安拉」是阿拉米語（Aramaic）聖經中 elah 一詞的阿拉伯語形式，
相當於希伯來語的 eloah， eloah 是 elohim 的單數形式， 整個舊約中它是用來指代上帝的普
遍用詞。 在英語當中為表達聖經中使用的 elah 和 elohim， 便將其翻譯成「Most High God
（至高神）」和「false gods（假神）」； 英語使用大寫或小寫的字母「g」來區別這兩者。
相較之下， 穆斯林從不使用「安拉」這個詞來指代假神， 而是專用於那獨一真神， 亞伯拉
罕、 以撒和雅各的神。
穆斯林作者從九世紀起在引用基督教聖經時就一直使用「安拉」一詞。 從九世紀發現
的最早的阿拉伯語妥拉譯本（Torah）起直到今天， 猶太學者也一直將 elohim 和 elah 翻譯
成「安拉」。 所以， 根據聖經和古蘭經的內容， 不管對上帝在理解上有何明顯的不同， 凡
是說阿拉伯語的猶太人、 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過去的十四個世紀以來， 都一直統稱上帝為
「安拉」。
雖然如此， 許多虔誠的宣教士們將一切聖經化， 拒絕所有穆斯林的術語、 文化和宗教
形式， 他們將這些解釋成是「伊斯蘭的」東西， 即使有些帶有聖經上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
起源也不例外。 在非阿拉伯語的地方與穆斯林一起工作的基督徒， 就得交替使用對上帝不
同的稱呼， 上帝的術語問題在這裡著實令人費勁。 雖然數百萬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
基督徒（例如三千萬的爪哇人和印尼的巽他族基督徒）將神當作「安拉」來敬拜， 但由於
不知道其在歷史中和基督教會裡具有更廣義的用法， 其他地方的非阿拉伯基督徒則傾向於
強烈反對使用「安拉」來稱呼上帝。 當我們不瞭解某種語言或不清楚它更廣泛的使用背景
時， 任何一個術語都很容易被誤解。
同樣地， 基督徒使用的許多關於上帝的非阿拉伯術語， 也有歷史的疑點容易被掩蓋。
比如， 英文中的「God」一詞源自異教徒的日耳曼語的 Gott， Gott 是條頓族（Teutonic）
主神奧丁（Odin）的固有名稱， 他住在世界樹的頂端， 與他的妻子費雷雅（Freya）創造了
第一批人類， 費雷雅是個金髮碧眼， 充滿愛心， 孕育眾生且美麗的女神。 那麼， 是否說英
語的人也應該停止稱那至高者為「上帝」呢？無論如何， 「God」通常被說英語的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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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聖經裡的上帝。 因此， 對說英語的基督徒來說， 這個詞是完全能夠接受的。 相較之
下， 「安拉」像聖經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那樣有相同的閃族語字根， 它現在並不用於指假
神， 並且所有的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能清楚地明白它指的是聖經中的上帝。 因此，
「安拉」一詞也是說阿拉伯語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能完全接受的術語。
儘管對說阿拉伯語的基督徒而言， 使用「安拉」並非問題， 但對於許多說非阿拉伯語
的基督徒而言， 將這個術語與如伊斯蘭教義所定義的意思區分開來， 是有些困難。 如果我
們不使用一個新的術語， 他們認為穆斯林會誤解聖經中上帝的本質。 但在非阿拉伯語的穆
斯林當中使用「安拉」， 是因為在與穆斯林的交流中， 引進外來詞語會產生很大的溝通障
礙， 甚至可能無法保證真正本土化的教會繁殖運動的進行。 他們說，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摒
棄這種術語， 而是要將它們賦予聖經的意義。 一個穆斯林對安拉的理解， 如果越來越多是
從聖經中所得到的， 那麼他們的神學觀念將會變得越來越聖經化。
賦予熟悉的詞語新的意義， 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不可挽回的詞語來丟棄， 這是教會從一
開 始 就 要 明 智 去 做 的 事。 比 如， Logos（上 帝 的 道）一 詞， 長 時 間 被 異 教 斯 多 葛 派
（Stoics）人士用來形容「世人的神聖靈魂」。 如同 elohim 和 elah 那樣， 在一世紀的時
候， 希臘語 theos 在非猶太語中的使用並非表示一特定的神， 而表示多神教眾神的總稱，
宙斯（Zeus）則是眾神和人類之父（如聖經中所闡明的， 參使徒行傳十四 11-12）。 儘管
如此， 新約的作者並不羞於使用 Logos（參約翰福音一 1、 14）或 theos 一詞， 這詞在新約
中共出現了 1,343 次， 有 1,320 次翻譯成「God」（上帝）。
因此， 如果翻譯者的目的是在講解聖經， 使穆斯林讀者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接受聖經
為好消息， 那麼為了解決這種語言上的困境， 儘管某些非阿拉伯語的基督徒會有強烈的反
對意見， 也沒有必要避免使用「安拉」這個詞了。 一千多年以來， 聖經譯本中出現「安
拉」一詞， 對千百萬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的基督徒來說， 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對今天的穆
斯林讀者來說， 仍然如此稱呼， 並未改變。

麥西是位文化人類學家， 目前居住在中東， 工作是協調當地傳媒的發展， 以協助信奉耶穌基督的穆
斯林宣講神國並從事門徒訓練。
改編自 Joshua Massey, “Should Christians Use Allah in Bible Translation?” In Serving in Mission Together
(104), p.5.www.sim.org/mag_104.asp (cited 9 December 2004)。 蒙允使用。
編者註： 沒有人能單獨透過邏輯的辯論就能贏得穆斯林的友誼。 穆斯林對真主有不同於聖經教義上
的瞭解。 正如基督徒在認識神是誰這一方面還需要不斷成長， 所以我們必須幫助我們的穆斯林朋友
更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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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禁月的規定， 但因著臨到穆罕默德的
啟示， 以證明他的行為是正當的。

們違反條約， 並要求他們必須接受伊斯蘭
教。 他們拒絕了， 穆斯林就圍困他們十五

因著這次勝利的鼓舞， 他們又計劃實
施一個更大的企圖， 他們瞄準了一支非常

天之久， 攻打並擊敗他們， 把他們趕出家
園， 並查封他們所有的財產。

大的商隊， 它正滿載著商品從敘利亞返
回。 穆罕默德帶著三百五十人親自上陣，

此後不久， 麥加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
軍隊準備討伐穆罕默德。 他們與穆斯林軍

在一個叫白德爾（Badr）的地方發動了襲

隊在麥地那附近一處叫作伍侯德（Uhud）

擊， 打敗了從麥加前來保護商隊的一支近
千人的援軍。 據說麥加的援軍有四十九人

的地方交戰， 穆斯林軍隊遭受了沉重的打
擊， 穆罕默德自己也受了傷。 但由於某些

被殺， 而穆罕默德這方才犧牲了十四個追
隨者。 戰利品在戰士之間瓜分， 但有五分
之一被穆罕默德保留， 以備不時之需。 從

原因， 麥加人並沒有乘勝追擊， 而是返道
而回。 這次的失敗， 讓穆罕默德感到是個
極大的羞辱， 後來降示給他的啟示安慰了

此這成了分配戰利品的一個慣例。 白德爾
之戰的勝利對伊斯蘭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

他， 他表明失敗的過錯在於穆斯林士兵不
服從命令， 況且這次失敗也是真主特意准

義。 它讓穆罕默德確信真主與他同在； 也
讓他的追隨者們深信他們永遠是勝利的一

許的， 以考驗他們的信心。 因著真主已應
許了最後的勝利， 穆罕默德才有理由鼓舞

方， 將從今後的勝利中獲取無限的利益。
它對古萊什人敲響了警鐘， 使他們開始害

他的追隨者忍受苦難， 並撫慰他們在戰鬥
中失去弟兄的痛苦。

怕最終會被穆罕默德擊敗。 它還誘使了許
多異教的阿拉伯人來到麥地那投奔穆罕默
德。 這表明， 對伊斯蘭教來說， 要使人們
皈依， 武力比口頭說服更有效得多。

對麥地那猶太人的攻擊

在攻打並擊敗了幾個敵對的部落之
後， 穆罕默德鎖定了下一個攻擊目標， 一
個與他的敵人保持友好關係的猶太部落奈
迪爾（Banu Nadir）部落。 穆罕默德勒令
他們留下所有的財產， 隻身離開家園。 在

猶太人對穆罕默德在白德爾的勝利表

遭到拒絕後， 穆罕默德派了一支穆斯林武
裝力量攻打他們， 砍倒了他們的棗椰樹，

示相當不滿， 有些人編寫並傳唱了一些打
油詩， 嘲笑麥地那人臣服於一個在戰爭中

搗毀了他們的財產。 他們再也無力抵抗
了， 不得已只好同意離開。 穆斯林只允許

殺害自己人的暴徒。 穆斯林歷史學家告訴
我們， 至少有四個猶太人， 包括一名女

他們帶走駱駝上能駝動的有限的部分物

性， 因為寫嘲諷詩而被穆罕默德狂熱的追
隨者所暗殺。 穆罕默德並沒有譴責刺客的

品， 兵器和糧食都被穆斯林瓜分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穆罕默德侵襲了
另一個叫古萊札（Banu Qurayza）的猶太

行為。
穆罕默德意識到猶太人是他的敵人，

大部落， 在穆罕默德攻打之前， 該部落與
他的關係一直保持友好， 只因他們最近沒

於是決定剷除他們。 他指控一個叫作蓋努
嘎爾（Banu Qainuqa）的猶太部落， 說他

有參加穆罕默德的一場戰鬥， 穆罕默德便
要攻打他們。 傳說中， 加百列臨到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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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面前， 命令他起義攻打「那擁有天經的
偶像崇拜者古萊札」。 一支大部隊便立刻

事， 結果麥加人未能跨越壕溝攻克該城。
他們的供給品消耗殆盡， 只得撤回麥加，

被派往討伐該部落。 當該部落的供給品消
耗殆盡的時候， 他們再也無力抵抗， 便請

從此再未發起對穆罕默德的軍事攻擊。
然而穆罕默德卻決定要征服麥加， 因

求同奈迪爾部落一樣， 允許他們移民。 這
個要求卻遭到拒絕， 他們被迫無條件投

為穆罕默德渴望再次到天房朝拜， 所以麥
加是他在阿拉伯半島上最想得到的地盤。

降。 於是婦女和兒童被當作奴隸賣掉， 他
們的財產在穆斯林士兵間瓜分， 部落裡的

西元 628 年的一天， 他和一群穆斯林朝覲
者走向麥加， 古萊什人拒絕他們進入城
裡。 於是他們和古萊什人談判， 後來他們

八百男丁被帶往麥地那， 在那裡全部被屠
殺。 這樣一來， 麥地那地區和周遭的猶太
人都被消滅殆盡了。

達成了一項協議， 規定雙方十年內不許進
犯對方。 第二年， 他們被允許徒手進入麥

穆罕默德的眾妻

加城內。 對於這條協議， 先知的追隨者認
為這是他們的失敗， 但穆罕默德卻向他們

赫蒂徹死後， 穆罕默德又娶了好幾個
妻子。 剛娶完第六個， 他又想要他養子扎

保證說那是巨大的勝利。 降示的一個啟示
說， 伊斯蘭教
傳播真理的宗教， 將

伊德的美麗妻子栽娜卜（Zainab）。 根據
阿拉伯的習俗， 一個男人迎娶養子的妻

「勝過一切宗教」（古蘭經四八 28）。 今

子， 即使是被休之妻也是不合法的。 然
而， 一個啟示降示穆罕默德， 說真主已經
允許他娶栽娜卜。 扎伊德便休了她， 於是
栽娜卜成了穆罕默德的第七個妻子。 根據
穆斯林歷史學家說， 在栽娜卜死的時候，
穆罕默德有九至十一個妻子， 還有幾個情
婦， 其中一個就是瑪麗（Mary）， 她是埃

後， 猶太教和基督教將被伊斯蘭所取代。
在取得了另兩場鎮壓反叛部落的勝利
之後， 穆罕默德於西元 629 年帶領兩千名
追隨者， 利用協議中規定之准許他們進城
的機會， 前往麥加小朝（Lesser Hajj）。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 古萊什人撤空城內，
穆斯林徒手進來。 穆罕默德行了所有異教

及統治者獻給穆罕默德的一位科普特

的禮數， 繞行當時仍然放滿了各種偶像的
克爾白天房七圈， 吻聖黑石， 宰牲獻祭。

（Coptic）基督徒奴隸。 他的每個妻子各
自有單獨的房間， 穆罕默德輪流到她們房

他還娶了他的第十一個妻子， 並拉攏了他
原來的幾個敵對者的支持。

裡睡。 可想而知， 先知的家裡不大太平。

與麥加最後的戰鬥
在出走麥地那後的第五年， 古萊什人
下定決心， 誓與穆斯林在麥地那的統治作
最後的殊死決戰（即壕溝之戰， Battle of

麥加，伊斯蘭的中心
雖然雙方達成了協定， 十年內不再發
動戰爭， 但穆罕默德確信， 他必須現在就

the Trench）。 他們率領萬人大軍逼臨麥地

征服麥加， 以實現他對整個阿拉伯半島的
完全控制。 所以， 他小朝完後剛返回麥地
那， 就發動了一支萬人的軍隊， 開始進軍

那， 穆斯林則在城外挖了一條壕溝防禦工

麥加。 當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 古萊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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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領艾布‧ 蘇富楊（Abu Sufyan）意識到
做進一步的抵抗也是無濟於事的， 於是出

刻。 麥加新皈依的信徒也因他們的臣服而
得到報酬， 他們分到了相當一部分戰利

來迎接， 並成為穆斯林。 穆罕默德的軍隊
不費一槍一炮就進入了該城。 穆罕默德進

品， 那是最近從胡尼安（Hunain）的一些
反叛部落那裡取勝掠奪過來的。 但這引起

到天房， 命令搬出並搗毀裡面的所有偶
像。 這是八年前他所逃離的城市， 現在被

了一些老信徒的不滿。

他接管了。 他對麥加人宣布了大赦令， 只
有少數人因犯了不赦之罪而被處刑。 麥加
現在成了伊斯蘭教的中心， 穆斯林成了它
最高的統治者。 對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隨者
而言， 這確實是大舉成功和無比喜悅的時

強迫皈依
在出走麥地那後的第九年， 許多部落
意識到他們無法再與穆罕默德抗衡， 於是
前來歸順於他。 在這個時候， 一個啟示降
臨了， 它廢除了先前經文中不准使用武力

一杯茶
一個年輕的穆斯林女士哈利瑪（Halima）正注視著你。
她對你的人生充滿了好奇。 你為什麼離開自己的祖國？你為什麼要來這裡？你為什麼
不像電視上的那個女人？
哈利瑪想認識你。 但也許她擔心你不瞭解或接納她。 她希望你先開口說話。
你心裡想道： 「我該向她說些什麼呢？」當你靠近她， 該說的話就自然而然開始了。
「嗨， 你好， 你願意來我家喝杯茶嗎？」
接著， 哈利瑪來過幾次之後， 你會笑著想： 「原來我所要做的， 就是倒一杯茶給
她。 」
穆斯林女性經常出現在今天的新聞媒體上， 但通常是極端的人物， 不是值得同情的婦
女， 如塔利班統治下蒙著面紗的阿富汗人； 就是值得敬佩的人， 如印尼、 孟加拉和埃及的
政治女強人。 我們會覺得蒙著面紗的婦女很神祕， 但當我們深入瞭解她們的時候， 會發
現， 像哈利瑪一樣， 她們其實和我們很相似
她們也有她們的傷痛、 夢想、 對真主的
敬拜之心， 有她們的家庭責任、 工作和事業。 許多穆斯林婦女透過我們這些信耶穌之人的
言行， 來認識耶穌並感到耶穌給她們的愛。 她們成了以基督為中心的社會中之必要的組成
分子。
摘自： www.frontiers.org
進深閱讀
Geraldine Brooks, Nine Parts of Desire: The Hidden World of Islamic Women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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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皈依的命令（參古蘭經二 256）。 這
個啟示是這樣說的： 「當禁月逝去的時
候， 你們在哪裡發現以物配主者， 就在那
裡殺戮他們， 俘虜他們， 圍攻他們， 在各
個要隘偵候他們。 如果他們悔過自新， 謹
守拜功， 完納天課， 你們就放走他們。 」
（古蘭經九 5）這個命令的目的是杜絕偶
像崇拜， 至少表面上看來它是相當成功
的。 不單是異教徒在刀劍的逼迫下成了穆
斯林， 連基督徒也這麼做了。 阿拉伯半島
北部的一位叫作伍開德（Ukaider）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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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了 出 去， 帶 著 他 的 女 兒 法 蒂 瑪（Fatima）、 她 的 丈 夫 阿 里（穆 罕 默 德 的 堂
弟）、 他們的兒子哈桑（Hasan）和侯賽
因（Husayn）一起坐到一個帳篷下。 這群
基督徒對這個伊斯蘭教家庭樸素的生活感
到印象深刻， 反觀他們自己當時衣著華
麗， 於是他們害怕被穆罕默德的咒語咒
到， 便拒絕參與試驗。 根據伊斯蘭教的傳
說， 是這樣說的。 我們沒有看到基督徒對
這次非比尋常之交鋒的描述。
據說穆罕默德允許這些基督徒保留他

徒王子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於是便接受
了伊斯蘭教。 從這點我們可以推斷， 基督

們的宗教， 並保護他們， 前提是除非他們
同意繳納不菲的供奉。 他們接受了這些條

徒因為敬拜的是基督， 在當時就會被認為
是多神教徒。

款並回到了家。 這也許是穆罕默德第一次
面對面地接受教育， 並與具有影響力的基

當時， 穆罕默德對阿拉伯半島南部納
季南的基督徒， 卻實施了一項不同的政

督徒接觸。 然而， 他好像沒有認真地從他
們那裡學習到基督教的真正教義， 一心只

策。 傳說， 當穆罕默德命令他們皈依伊斯
蘭教時， 他們一時不知是該歸順， 還是該

想征服他們。 在這點上， 他成功了。

與穆罕默德爭戰？後來他們派出一支代表

大朝和穆罕默德之死（A.D. 632）

團與穆罕默德談判。 他們的主教和許多的
主要人物經過長途旅行， 到達了麥地那，

在出走麥地那後的第十年， 穆罕默德
前往麥加大朝（Hajj）， 這成了他最後一

在清真寺裡找到了穆罕默德， 受到穆罕默
德的歡迎， 並允許他們在那裡作基督教禮

次朝覲。 他帶了所有的妻子， 據說有一萬
人陪同。 他按照古異教的傳統行完了朝覲

拜。 三天之後， 穆罕默德邀請他們接受伊
斯蘭教。 於是展開了一場圍繞爾撒（Isa，

上所有的禮儀， 並將之合進他的宗教裡，
以此作為以後朝覲者遵循的範例。 他在那

耶穌）的討論， 穆罕默德說耶穌是他的兄
弟， 但只是真主的僕人， 藉著真主的許

裡作了一場演說， 說道： 「今天， 我已為
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 」（古蘭經五 5）

可， 他治癒了病人並叫死人復活。 但這些
基督徒堅持認為耶穌是神的兒子， 並且拒

什葉派（Shi’a）的穆斯林有一個傳統

絕放棄他們的信仰而成為穆斯林。
就在這時， 一個啟示臨到穆罕默德，
指示他透過詛咒（祈求降禍於某人）， 來
挑戰基督徒試驗此詛咒。 他們將互相詛
咒， 讓真主決定誰對誰錯。 所以穆罕默德

說法， 在返回麥地那的旅途中， 穆罕默德
讓車隊停在沙漠中一段非常炎熱的地方，
讓所有人集中到他的身旁。 然後把他的女
婿阿里叫到身邊， 任命他為他的繼承人，
並囑咐在場的人要服從於阿里。 這個傳說
被其他的穆斯林反對， 認為它是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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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回到麥地那之後不久， 便患
了重病。 他擔心他死後， 追隨者內部之間

遏制。 東擴的方向上也所向披靡， 征服了
所有土地， 到達了奧克薩斯河（Oxus）和

會有紛爭， 便告誡領導者們要互相忠誠，
要服從他的繼承人。 他指定艾布‧ 伯克爾

印度河。 無論是藉著和平方式或是武力威
脅， 伊斯蘭教繼續擴展， 直到盤踞在整個

在他病重時代他帶領禮拜。 有些人認為，
這就暗示了伯克爾將繼承穆罕默德的地

亞洲和非洲為止。 現在， 世界上五分之一
的人口為身為穆斯林而感到自豪。

位。 最後， 於西元 632 年 6 月 8 日， 穆罕
默德死在他的妻子阿伊莎的房間裡， 死時

衡量之後仍顯不足

躺在她的大腿上。 據說， 就在他垂死的那
個地方挖了一個墳墓， 把阿拉伯半島的這
位先知葬在裡面。 後來還建造了一座清真
寺， 叫 作 先 知 寺（Prophet’s Mosque），
這座墳墓後來也成了朝覲之地。

伊斯蘭的擴展

我們已儘量準確而公正地論述伊斯蘭
教的創立者穆罕默德的故事。 該怎麼評價
穆罕默德？我們表達了對他的每一種可能
的看法。 他被描寫成真主最完美、 最聖潔
的先知。 他也被看作是惡魔的化身， 根據
但丁（Dante）的描述， 他是群魔之首， 因
為他讓許多人誤入歧途。 他是一個能力超
凡的人， 在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前取得了

穆罕默德一死， 權力的爭奪就開始
了。 阿里是否真的被穆罕默德任命為繼承
者已不重要了， 其他領導者並不推舉他，

非凡的成功，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作為
一個領袖， 他具有傑出的才能， 贏得了人

因為他們最後還是效忠了艾布‧ 伯克爾。
他成了第一任哈里發（caliph， 代理人，

們的忠心。 他也是一個非常虔敬的人， 他
憎恨偶像， 全心全意熱情無比地事奉他所

或稱安拉的代表）， 後面接著有過三任哈
里發， 所有的哈里發都是被其他的穆斯林

認定的唯一真神安拉。 他在宣揚一神論教
義時， 表現出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決心，

所暗殺的。 第四任是阿里。 戰爭接二連
三， 穆斯林互相殘殺。 儘管國內形勢嚴

確實令人鼓舞。
然而， 當以耶穌基督的標準來衡量這

峻， 穆斯林軍隊還是踏步向前征服世界。
他們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 他們相

位偉人的生命時， 就可以發現他的不足之
處。 他一開始好像如自己所認為的那樣，

信這是真主與他們同在的明證。
被宗教狂熱和掠奪征服的欲望所激勵

是一個真誠而順從的真理傳播者。 但到了
他生命的一個階段， 他迷失了， 走上了歧

的穆斯林軍隊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擊敗了
波斯和拜占庭帝國的軍隊。 他們征服了敘

途， 導致他和無數跟隨他的人越來越遠離
真理。 也許他們忽視了或根本不瞭解基督

利亞和埃及， 移師北非， 想征服那裡一直
被基督徒所堅固佔有的土地， 他們還佔領
了西班牙。 只有在西元 732 年， 法國的圖

的教義。 穆罕默德從來不知道， 神在賜下
祂的兒子作為贖罪祭以拯救世人時， 對祂

爾之役（Battle of Tours）中， 他們西進的

和人類的愛有多大。
由於沒有真正的認識神， 穆罕默德將

步伐才被查理‧ 馬特（Charles Martel）所

政治利益， 甚至是個人的偏愛置於他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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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道德和倫理原則之上。 即便他的一些
行為連異教的阿拉伯人都認為是錯誤的，

和使徒所彰顯的神的道相互矛盾， 特別是
與耶穌基督的真理不一致， 所以基督徒不

但他利用自稱來自真主的啟示， 來證明他
的行為是正當的。 他聲稱伊斯蘭教已經取

可能認為穆罕默德也是神的先知， 而是基
督所預言的引人誤入歧途的人（參馬太福

代了基督教， 他作為封印的聖人（Seal of
the Prophets）， 已經替代了基督， 拒絕接

音廿四 24-25）。 為了他們的得著救恩，
我們必須不辭勞苦地懇切禱告。

受神的神聖目的

唯有藉著基督來拯救

世人。 神的每一位真正先知的信息， 必須
和他之前眾先知的信息一致。 然而穆罕默

第一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德的信息在許多重要方面， 與先前的先知

基督教和早期伊斯蘭教
撒母耳‧ 莫菲特（Samuel H. Moffett）

編者的話
莫菲特博士就和米勒博士一樣， 對穆
斯林的語氣非常尊重與中肯。 他對伊斯蘭
教開創初期， 基督徒所錯失的機會這一方
面有獨到深刻的見解。 米勒和莫菲特對穆
斯林所採取的態度相對不帶偏見， 走在他
們時代的尖端。 然而， 對於早期的人物，
他們也流露出西方的優越感。 特別是莫菲
特博士將穆罕默德與基督教的失敗作連
結， 將查理曼（Charlemagne）與基督教
的 成 功 作 連 結， 好 像 是 神 必 定 是 站 在

當烏馬爾（Umar b.’Abd al-Aziz）
始當政的時候（西元 717 年）， 納季
南的基督徒向他抱怨， 阿拉伯人持續
的侵略讓他們苦不堪言， 為了補給阿
拉伯人而徵征繳的繁重賦稅讓他們喘
不過氣來， 他們還經常受到（當地官
吏）不公正的對待。 現在他們正處於
滅亡的邊緣。 於是烏馬爾下令， 對他
們進行人口普查， 發現他們的人口減
少至原來的十分之一。 （Baladhuri，
卒於西元 892 年）
在基督教時代的第二個五百年當中

「贏」方的背後， 這是沒有根據的。 政治
和軍事方面的前進與倒退， 並不表示福音

（西元 500-1000）， 亞洲的穆罕默德和西

的前進與倒退。 （如我們所看到的， 米勒
博士也對穆罕默德家庭的不和與使用武

方的查理曼， 這兩個人決定性與戲劇性地
改變了世界的歷史。 穆罕默德是基督教在

力， 作過幾次間接的抨擊。 ）

亞洲近乎於失敗的象徵， 而查理曼卻是基

莫菲特於韓國出生， 其父母是美國人。 他在中國執教四年， 直到 1951 年， 曾經歷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屆政府。 他
已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宣教歷史系教授一職多年。
改編自 Samuel 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 1.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8), pp. 324-32. 蒙允使
用。 （中譯本： 莫菲特著， 《亞洲基督教史》， 香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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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在西方成功的象徵。 在教會發展的歷
史上， 失敗從來不是最終的， 成功也從來

基督教編年史作者說： 「阿拉伯人待他們
很慷慨， 蒙神恩典（願祂被高舉）， 到處

不是十分完全的， 但對於亞洲的基督教來
說， 中東陷落伊斯蘭教的損失， 遠比丟失

是繁榮景象。 基督徒對阿拉伯人的治理感
到欣喜。 願神使之昌盛！」1

其家園的損失還要大； 它代表了教會歷史
中， 整個前六百年後第一次長期性的阻遏

穆罕默德和基督徒

了基督教的擴展。
七世紀中葉， 穆斯林的征服戰迅速地
結束了亞洲教會歷史上的波斯時代， 但它
並不是波斯基督教的終結。 它是帝國劇變
的時代， 但它沒有擊垮教會， 沒有出現宗
教迫害和屠殺之對教會直接的大破壞。 反
之， 波斯的聶斯托利派基督徒很歡迎阿拉
伯人， 視之為使他們脫離索羅亞斯德教
（Zoroastrian）壓迫的解救者； 阿拉伯征
服者反過來發現， 隔離並利用這裡的基督
徒， 遠 比 消 滅 他 們 更 有 利。 吉 朋（Gibbon）的比喻令人難忘， 說基督徒面對著
「一手拿著劍， 一手拿著古蘭經的穆罕默
德」， 這是一個非常容易令人誤解的比
喻。 對 穆 罕 默 德 而 言， 聖 書（the Holy
Book）就是指聖經。 古蘭經是在他死後才
有的。 若從穆斯林與基督徒的關係來思
考， 比喻成劍不如說比喻成網更合適， 因
為在被征服之後， 基督徒通常發現， 自己
是被困在伊斯蘭教所布下的網中， 而不是
在劍下。 這張網， 即使讓人感覺不是很舒
服， 但至少比劍要安全得多。
可能早在第九世紀時， 有位佚名作者
寫了一本關於聶斯托利派歷史的書《the
Chronicle of Seert》， 他非常積極正面地描
述了波斯基督徒對勝利者的反應。 無論是
基督徒或是猶太人， 都沒有被逼迫放棄他
們的宗教， 雖然他們課稅繁重， 但整體而
言， 他們並沒有受到非人道的虐待。 這位

當阿拉伯潮流湧來的時候， 基督徒為
捍衛他們的宗教權利， 很早就聲稱承認穆
罕默德的權柄。 基督徒和阿拉伯人的史料
都保有同樣完整的條約全文或摘錄， 據說
那是先知與納季南（葉門北部）的基督徒
和其他基督教派別之間共同協定的。 2 阿拉
伯人熟知納季南是南阿拉伯半島主要的基
督教中心， 3 有可能他和納季南教會確實
達成過特別的協定， 這個協定成為日後其
他協定的基本模式。 由於對穆罕默德的生
平記載不夠詳細， 4 以至於他對基督徒社
群作出的所謂合法的承諾， 均找不到真實
的 根 據。 烏 馬 爾 盟 約（Covenant of
Umar）是第一份能全面描述基督徒在伊斯
蘭教統治下之情形的資料， 烏馬爾是穆罕
默德的岳父， 穆罕默德死後兩年（西元
634 年）， 成為先知的第二任繼承者， 統
治了十年， 直至 644 年阿拉伯人奪取了波
斯帝國首都塞琉西亞‧ 泰錫封（SeleuciaCtesiphon）為止。
在完全征服基督徒之前的幾年中， 穆
罕默德接觸過基督徒， 他想出一個能被人
們普遍接受的主張。 雖然他第一次與基督
徒會面的故事與他早年的許多故事一樣無
法考究， 但這個故事卻在阿拉伯和基督教
的歷史學家中廣為流傳。 八世紀的伊本‧
易斯哈格（Ibn-Ishaq）， 是最早也是最值
得信賴的先知傳記的穆斯林作者。 他敘述
道， 在穆罕默德十二歲的時候， 有一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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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叔叔的商隊去敘利亞經商。 年少的穆罕
默德在巴士拉（Basra）遇到一位名叫巴希

石頭是從樂園裡掉下來的， 是摩押人的胡
巴（Hubal）神的雕像， 胡巴神是麥加眾

拉（Bahira）的基督徒修道士（聶斯托利

神中最高的一位。
穆罕默德是個不大可能成為領導者，

派）， 他是當時沙烏地阿拉伯「基督一性
論」（Monophysite）的主教。 這位上了年
紀的修道士看出穆罕默德身上有一種不同
凡響的跡象， 因此保護他免於別人的傷
害。 5 這位傳記作者還列舉了另一個名叫
迦勒（Jabr）的基督徒， 他可能是埃塞俄
比亞（Ethiopian）人， 他對穆罕默德曾產
生很大的影響： 「根據我的信息， 經常坐
在麥爾臥山（Marwa， 可以俯瞰麥加）一
個棚子裡的使徒， 是一個叫迦勒的年輕基
督徒， 他是哈德拉米（B. al-Hadrami）部
落的一個奴隸， 他們常說： 『將大部分所
帶來的知識都教授給穆罕默德的， 是那個
』」6

基督徒迦勒。
另一個說法是， 先知第一個妻子的堂

卻成為領導者的人。 他出身在一個家道中
落的貧窮家庭。 他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
世了。 按照阿拉伯人的習慣， 他甚至不能
繼承他父親的財產， 他是由哈希姆家族的
族長， 他的叔叔帶大的。 但到了廿五歲的
時候， 命運開始有了改變， 他娶了一個大
他十五歲的富有寡婦， 這為他提供了悠閒
寬裕的生活， 於是他進入了一段體驗神祕
和靜默冥想的階段。 大約西元 610 年， 勝
利的波斯正在驅逐君士坦丁堡的部隊， 從
奧 德 賽（Odessa）趕 到 了 安 提 阿 和 地 中
海， 這時， 穆罕默德已四十四歲， 他的靜
默生活被一些異象打斷， 他感到有個聲音
叫他作真主的使者。

9

兄是基督徒。 他的名字叫作瓦拉卡（Waraqah ibn Naufal）， 在所有穆罕默德認識的

社會和宗教變化

人當中， 他的確是對基督教瞭解最多的
人。 他被描述成是「哈尼夫」（hanif），

一百年來（西元 540-629）， 阿拉伯
半島正處於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 羅馬和

哈尼夫是對反對多神教， 探索一神論思想
之人的稱呼。 7 有些人說在他死之前確實

波斯在幾乎從未停止的戰爭中彼此摧毀著

8

成了基督徒。 但屬於古萊什部落的穆罕
默德的哈希姆（Hashim）家族在異教中有

對方。 當戰爭繼續到第七世紀的時候， 精
疲力竭的各帝國越加無法保護他們在沙漠
邊境上的阿拉伯附庸國； 西北部的迦薩尼
德王（Ghassanid）效忠於羅馬， 東部的萊

既得利益。 他的曾祖父哈希姆為古萊什人
爭取到給麥加聖屋（Holy House）克爾白

赫米（Lakhmid）和南部的葉門則向波斯

天房朝覲者提供食物和水的權利。 在穆斯
林傳說中， 麥加是天使在沙漠中顯現給夏

看齊。 在那些王國當中， 阿拉伯基督徒群
體， 在羅馬南部邊境主要是「基督一性

甲的地方， 並拯救了阿拉伯人之父
當
時年幼的易司馬儀（以實瑪利， 參創世記

論」教徒， 在靠近波斯的地方主要是聶斯
托利派教徒。 從非洲到羅馬敘利亞沿南北

廿一 15-20）。 然而， 在穆罕默德出生的
時候， 聖屋裡還放滿著偶像， 其中最神聖

方的戰略性商隊路線一帶， 在政治上中立
的地方， 新財富不斷地積累， 阿拉伯王國

的就是聖黑石， 根據某些傳統說法， 這塊

外的阿拉伯基督徒群體開始繁榮。 但現在

56

斳雓 伊斯蘭世界

© Caleb Project

阿拉伯半島及鄰近地區

經濟和政治的力量正從有福音的帝國邊境
向福音未及之地轉移， 沿著從非洲到敘利
亞和沙漠中的異教商業城麥地那與麥加這
10

條商隊路線行進。
在這種動盪下， 穆罕默德的啟示帶來
擾亂民心和離間人民的兩大影響， 一個是
宗教方面的， 一個是社會方面的。 對於異
教徒， 他開始宣講反對偶像， 聲稱只有一
位全能的神。 這一宣言直接威脅到麥加的
主要驕傲之本

聖屋， 眾神的殿宇。 對
於大部分靠商隊和朝覲者發財的有錢人，
他宣揚說財富必須和窮人分享。 可想而
知， 相對於富人而言， 這個聲稱更受窮人

的歡迎。 它削弱了部落的忠誠度， 它並非
按家族來劃分人群， 而是按財產來劃分。
它使整個城雞犬不寧。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是， 極具勢力與財力的穆罕默德的本族部
落

古萊什部落， 將穆罕默德視為搗亂
者並將他驅逐出麥加。 11
帶著約七十個追隨者， 穆罕默德與他
們庇身在距麥加以北約 300 英哩的雅斯里
布。 12 所有的穆斯林歷史都是從 622 年這
次重大的聖遷之行開始紀年的， 這就是人
稱的希吉拉（Hijra， 或寫作 Hegira， 意思
是方向的改變， 所以叫作遷徙， 或不太準
確地說是出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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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生平
麥加

西元 570 年
穆罕默德出生

595 年
娶赫蒂徹

610 年
第一次接受啟示

613 年
開始公開
傳教

619 年
赫蒂徹及艾布，
塔利卜去世

在麥地那， 穆罕默德繼續討伐多神
教。 他在那裡最重大的宗教接觸， 就是與
麥地那一個猶太人族群的接觸， 他與他們

622 年
出走

624 年
白德爾
之戰

627 年
壕溝之戰

625 年
伍侯德戰役

630 年
清除天房
一切偶像
632 年
穆罕默德去世

麥地那阿拉伯的異教群體的結盟。 16 一方
面， 他最終贏得了眾人對他宗教先知身分

締結了互相包容的盟約， 因為對他而言，
將猶太人和穆斯林這兩個一神論群體牽在

的承認， 一方面也學會了鼓動他的追隨者
去戰爭。 再一方面， 他作為一個戰略家，
作為調解各部落之間爭端的政治上的仲裁

一起， 似乎是理所應當的。 14 他開始為他
自己的信徒擬訂禮拜規矩， 甚至像猶太人

者， 這磨礪了他的政治才能。 他一開始的
手段是把麥地那爭吵不休的各族團結起

那樣， 使用喇叭來召喚他們拜功。 但這種
穆斯林-猶太人的聯盟分裂得太快了。 穆斯

來， 一起對抗他們在麥加商業上的阿拉伯
競爭者（也是他的敵對者）， 領導他們對

林傳統暗示著， 那是因為麥地那有很多的
猶太人開始把穆罕默德看作是他們所期盼

麥加商隊進行破壞性的襲擊。 然後他利用
和猶太群體的疏遠關係， 來聯合阿拉伯人

的彌賽亞， 並開始加入從麥加朝覲回來的
朝覲者行列。 15

在宗教方面對付猶太人。 他煽動他們拒絕
接受猶太人說自己是「神的子民」的聲

穆罕默德被承認為領袖

稱， 他還進一步激起他們對猶太人富裕生
活的嫉妒。 穆罕默德製造了一連串的悲劇

無論如何， 讓穆罕默德最終走上領袖
地位的原因不是與猶太人的結盟， 而是與

事件， 這些事件一直受到眾人的批評， 其
中一件就是將麥地那的猶太人驅逐出城、

© Caleb Project

麥迪那

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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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或處以死刑。 17 他曾經面向耶路撒冷
方向朝拜， 現在他要他的子民將朝拜方向
改為麥加， 將麥加作為聖城， 將克爾白天
房作為它的聖地， 並以齋戒月禁食日代替
贖罪日。 在 630 年， 麥地那聯合軍佔領了
麥加， 領導戰鬥並取得勝利的那個人， 就

穆罕默德對舊約和新約中的基督教啟
示， 原則上認為臨到猶太先知和耶穌及使
徒的真主的道， 與直接啟示給他的真主的
話語這兩者之間， 並沒有衝突。 在古蘭經
中， 受舊約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19 對於新

是曾經受到麥加人嘲笑和抵制的宗教領袖

約教義， 雖然其影響也不小， 但在古蘭經
中顯得相當的分散與不均。 這不是穆罕默

穆罕默德。 伊斯蘭教不只是朝阿拉伯半島
的統一邁出了第一步， 也不只是在猶太宗

德造成的錯誤。 猶如布朗（L. E. Browne）
所評論的， 如果基督徒在阿拉伯人開始逐

教上增加了變數， 它是新的全球化景象的
開始， 包含著一個遠大的目標， 那就是征

漸有學識的時候能夠抓住機會宣教， 並且
「翻譯出第一本阿拉伯語的聖經， 而不是

服世界。 同一年的晚些時候， 穆罕默德帶
領一支三萬人的軍隊北上攻打波斯的南

被古蘭經搶在前面， 那麼東方宗教歷史的
整個進程可能就要改寫。 」20 但在阿拉伯

界， 並得到兩大基督教阿拉伯支派的幫
助。 這兩大支派是 Bakr banu-Wail 和 Ta-

半島上至少過了三百年之後， 無論是迦克
敦派（Chalcedonian）、 聶斯托利派， 或

ghlib（後 來 可 能 成 為「基 督 一 性 論」

是一性論派的基督徒， 皆還未將新約翻譯
成阿拉伯語。 21 所以， 當先知想為那唯一

派）。 兩年後， 穆罕默德去世。

基督教和古蘭經

真神， 也就是他所認為的基督徒和猶太人
都崇拜的那位神尋找稱呼時， 他沒有使用

想瞭解早期穆斯林的態度， 首先必須
談到古蘭經。 18 古蘭經的 114 個章節是在

希伯來語或希臘語來為神命名， 而是「相
當猶豫地」選擇了阿拉伯人曾經用於異教

穆罕默德死後才彙集而成的。 它們是由穆
罕默德的文士在先知統治期間收集編寫而

神靈的稱呼

成。 最初的收集工作是在哈里發烏馬爾
（Caliph Umar）統治期開始的， 被公認接

嚴謹的一神論， 但同時又讓它深深地根植
於阿拉伯傳統， 這證明是文化適應方面寫

受的權威版本是在哈里發奧斯曼（Caliph

下的巧妙一筆。

Uthman）統 治 下（644-656）編 輯 完 成
的。 各種異象和預言的時間先後備受爭
議， 學者們經常對哪一章可以追溯到穆罕
默德早期的麥加時期， 哪一章又屬於後期
的麥地那時期持有不同的見解。 但是我們

安拉。 22 透過清除阿拉伯
亂七八糟的偶像和迷信， 使他的宗教保持

耶穌基督
說到耶穌基督， 穆罕默德總是懷著崇
高的敬意， 但他只是把耶穌當作一位最偉

得承認穆罕默德對基督教信仰的瞭解， 在
某種程度上有逐漸的改變， 而且若從整個

大的先知。 他在古蘭經中最早（根據傳統
的推算）23 提到耶穌的地方是第十九章，
耶穌被描述成是像摩西那樣， 曾領受天經

古蘭經來判斷， 可以說他對基督教有驚人
的包容性
， 且同時又表現出驚人的無知性
。

之人的先知。 雖然摩西被提及的次數更
多， 但穆罕默德歸於耶穌榮耀的身分， 更

第一課 伊斯蘭教的創立

多過於其他「真教」伊斯蘭歷史中的任何
人物。 在古蘭經裡， 耶穌從未被指責過。
祂是使者、 先知、 僕人、 真理的道、 真主
（神）的靈、 麥爾彥（馬利亞）之子和彌
賽亞。 祂由童貞女所生， 祂能行神蹟， 祂
被活著提升到了天上。 24 然而， 祂在地上

59

離了新約。 古蘭經說耶穌並沒有死， 而是
用計謀把祂從十字架上救了下來， 安排另
一人來代替祂死（參古蘭經十九 22-26， 另
參三 49， 四 157， 五 112-118）
。

25

對基督教教義的批評

的主要使命就是證實在祂之前的先知給亞

穆罕默德和基督徒之間的分歧是在什

伯拉罕後裔的律法， 並且帶來「使者的喜
訊」， 在祂之後誕生之神的使者， 名叫艾

麼時候， 是怎麼變得日益突顯的， 這已經
不可能從年代上查明了， 因為古蘭經各章

哈默德（穆罕默德）（參古蘭經六一 6）。
古蘭經在耶穌生命的故事中添加了許

的年代太不確定。 但對於主要的爭論點，
從古蘭經開始成形的時候就已經十分清楚

多細節， 變成了神話， 與第三世紀的基督
教偽文獻如出一轍。 如耶穌出生在沙漠裡

了。 可能就是在 632 年， 穆罕默德死之前
不久。 如我們上面指出的， 第一本古蘭經

的一棵椰棗樹下， 有一位名叫麥爾彥的天
使（馬利亞）搖動椰棗樹， 並吃了掉下的

的收集本直到哈里發烏馬爾統治期

果子； 他從天上祈求到一桌宴席， 一張桌
子從天上降落下來。 更嚴重的是， 在它的
神學教義中， 對耶穌十字架受難的敘述背

（634-644）才出現， 傳說是由「從記錄在
椰棗樹葉、 石片和骨甲上的啟示」來彙集
整理的。 最終的標準本是在下一任哈里發
奧斯曼（644-656）手上完成的。 26

時刻需要
「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 」（馬太福音九 36）
基督徒的友誼和服事， 沒有使今天多數的穆斯林體會到基督的憐憫。 「時刻需要」是
要求基督徒時刻用憐憫之心來對待穆斯林。 第一步就是發展你們之間的友誼。 與穆斯林同
事作朋友或和你附近的穆斯林打招呼問好作朋友。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耶穌基督為我們
指明了清楚的方向。
耶穌採取主動， 以憐憫和服事為準則。 祂從天上來與人類同住並服事人類（參腓立比
書二 5-11）。 神憐憫我們， 主動地用充滿愛、 盼望和救恩的信息來幫助我們。
耶穌對人充滿憐憫， 同時也賜給我們憐憫的心， 激勵我們愛人如己， 幫助和同情他
人， 與他們同甘苦。 讓我們求神賜給我們像祂那樣的愛和服事， 以知道該如何幫助我們身
邊的穆斯林。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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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個時候， 先知的觀點被明確下
來， 他是對諸如三位一體和耶穌基督具有
神性之基督教重點教義， 持明顯的批判態
度。 他接受耶穌升天， 但繞過十字架。 為
什麼他的教義， 與那些他仍然稱作曾受天

一併受到強烈指責： 「信道的人們啊！你
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 他
們各為其同教的盟友。 你們中誰以他們為
盟友， 誰是他們的同教。 真主必定不引導

經之人的教義之間有所分歧？他現在的解

不義的民眾。 」（古蘭經五 51）
很顯然， 穆罕默德臨死時清楚知道，

釋是說基督教的聖經缺乏完整性與真實

想吸引早期的一神論者猶太人和基督徒接

性， 並且指責基督徒更改了他們自己所記
錄之真主的啟示。 因為， 既然真主還是那

受他的新啟示， 他這個最大的願望已經成
為泡影。 同時， 基督徒想將伊斯蘭教轉變

位神， 那麼他傳給他們的道， 必須原原本
本地與降示給那最後也是最偉大的先知穆

為基督教的一神論派
， 這個希望也破滅了
。

罕默德的啟示完全一致： 「你們當確信真
主和他的眾使者， 你們不要說三位……，

為何穆罕默德始終未成為基督徒
穆罕默德一開始對舊約和新約的態度

真主是獨一的主宰， 讚頌真主， 超絕萬
物， 他 絕 無 子 嗣 ……。 」（古 蘭 經 四

就表現得很開放， 為什麼沒有成為基督徒
呢？有一個原因已經提過， 就是當時沒有

171）「麥爾彥之子爾撒啊！你曾對眾人
說過這句話嗎？『你們當捨真主而以我和

阿拉伯語聖經。 他沒有機會瞭解基督教聖
經的真諦， 未能瞭解到它真正被普遍公認

我母親為主宰』。 他說： 『我讚頌你超絕
萬物， 我不會說出我不該說的話……。』」

的全部教義； 他零零星星所聽到的一點點
內容， 均不足以有說服力。 與之相關的一

（古蘭經五 116）「他們中不義者（基督

個潛在因素， 很可能是在波斯帝國和拜占
庭敘利亞裡的基督徒， 對阿拉伯人有一點

徒）改變了他們所奉的囑言。 」（古蘭經
七 162）。 「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為甚
麼明知故犯地以偽亂真， 隱諱真理呢？」
（古蘭經三 71）27
儘管如此， 先知對阿拉伯半島的基督
徒群體還是相當友善。 這與他對猶太人的
態度形成顯著的對比： 「你必定發現， 對
於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猶太教徒和以物配
主的人（多神教徒）； 你必定發現， 對於
信道者最親近的是自稱基督教徒的人（拿
撒勒人）； 因為他們當中有許多牧師和僧
侶， 還因為他們不自大。 」（古蘭經五 82）

文化上的不敏銳。 為什麼亞洲的宣教士能
將聖經翻譯成人們更熟知的文化語言， 可
以翻譯成敘利亞語， 部分還被翻譯成漢
語， 而唯獨不翻譯成阿拉伯語？他們是否
認為對阿拉伯人不值得那樣做？他們有時
甚至將部分經文翻譯成中亞的一些部落語
言， 也不翻譯成阿拉伯語。 如果這暗示著
是一種文化和種族偏見， 那麼民族自豪感
極強的阿拉伯人就不能不怨恨這一點了。
第二個原因， 就是基督教內部不統一

但隨著信仰和教義的差別越來越明

的狀況。 當他看到中東的基督教嚴重分裂
時
聶斯托利派、 一性論派和迦克敦

顯， 古蘭經中的一些信息暗示了伊斯蘭教
思想的頑固不化。 於是基督徒和猶太教徒

派， 這無異於異教宗派的分裂
穆罕默
德可能會得出結論， 在基督教的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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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統一阿拉伯和宗教改革的願望將永遠
無法實現。 第三個原因， 也許是基督教在
阿拉伯半島相鄰帝國間的政治聯合所產生
的負面效應。 拜占庭人是迦克敦正統派，
波斯最大的宗教少數民族是聶斯托利派，
埃塞俄比亞是一性論教派。 拜占庭敘利亞
也有相當人數的一性論者。 如同華特（W.
M. Watt）所寫的： 「古蘭經為阿拉伯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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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的動力不是來自於他對其他信仰、
社會模式或政府的反應， 而是來自於對他
自己的宗教徹底的深信不移。 他是一個自
我認定的先知。 那就是他的力量； 對於那
些沒有跟隨他的人而言， 那就是他的弱點。
第一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供了相當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論觀
點， 但沒有他們的政治糾葛。 」28
然而， 穆罕默德為什麼始終沒有成為
基督徒， 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原因是， 在他
的靈魂深處非常強烈地確信， 「至仁至慈」
的唯一真主已經揀選了他為高於所有先知
的使者， 並且以特殊的方式直接對他說
話， 這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事情。 穆

章節附註
1. Histoire Nestorienne (Chronicle of Seert), A.
Scher, ed., in PO t. 13, fasc. 4, no. 65, p. 581f.
年代日期期並不確定， 有文獻指出應為西元
828 或 1228 年。
2. 在基督徒這方， 協定乃是引自 Chronicle of
Seert (pp. 601ff.)， 其協定擴及所有的基督教
教派。 十二世紀的景教歷史學家 Mari ibn

拉希德的故事
當拉希德（Rashid）意識到自己手中的這本書是用他本族語的古文字提非納文（Tifinagh）寫的時候， 他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了。 雖然他不認識這些字， 但作為一個柏柏爾人
（Berber）， 這些文字對他來說特別寶貴。 「你無法想像這對我有多重要！」他驚歎道。
對這些文字琢磨了幾分鐘之後， 他又注意到另一本小冊子。 翻開了這本更容易閱讀的阿拉
伯語小冊子， 他再次興奮不已。 那是約翰福音。 「這是《引支勒》（Injil）！」他欣喜地
叫了起來： 「我一直都想看看引支勒（編按： 古蘭經稱四福音書作《引支勒》）。 古蘭經
講到了它。 你真是給了我最珍貴的禮物。 」
拉希德是來自北摩洛哥的柏柏爾人。 幾年前退休後， 他就致力於伊斯蘭教的研究。 他
過著清靜的生活， 除了禮拜之外很少離開家門， 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閱讀宗教書籍。 里夫
（Riffi）的柏柏爾人中， 有許多像他這樣的人。 隨著他們的退休和孩子的長大成人， 他們
開始更多地思考屬靈的事情。 有些人想更虔誠一點， 有些人是想彌補他們年輕時所犯的
罪， 但許多像拉希德那樣的人是想尋求屬靈的真理。 願他們尋求到。
摘自： Marti Smith, calebresour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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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eiman 在他於西元 632 年過世前， 與景教
牧首 Yeshuyab II（西元 628-643 年）為這個
與穆罕默德的會面給予不同的觀點； cited
by L. E. Browne, 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ill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 41. 在阿拉伯這方， 協
定乃是引自第九世紀波斯歷史學家 Baladhuri (Kitab al-farq bain al-firaq, P. K. Hitti, trans.
[Cairo, 1924]). Six copies of the “Covenant of
the Prophet” are still preserved in St. Catherine’s Monastery at the foot of Mount Sinai; cited by A. S. Atiya, 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London: Methuen, 1968), p. 268.
3. 在早期穆罕默德的傳記中， 對於納季南的基
督 徒 有 一 些 文 獻 參 考 資 料 ibn-Ishaq
(707-773), Sirat Rasul Allah（第 九 世 紀 由
ibn-Hisham 編著）, trans. by A. Guillaume as
The Life of Muhamm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4ff. 參 Guillaume 的
評論， p. xviii. 另參 ibn-Ishaq 對於納季南的
基督徒代表與於麥地那之穆罕默德的詳細論
述， 或許是根據其後來的回憶， pp. 270ff.
4. 直到穆罕默德過世後至少 125 年， 根據歷史
傳統而對其生平所作的第一次彙整。
5. 同上， 79-81 頁。 Ibn-Ishaq 的論述， 是早期
對於先知的傳記中， 首先也是最好的； 考據
西元 622 年的出走麥地那， 且未加任何評
論。 穆斯林歷史學家以傳說來指出基督徒承
認穆罕默德的聖潔， 而基督徒則將之稱作證
明基督教教義是先知的靈感之源。
6. 同上， 180 頁。 這些初期在麥加期間的軼
事， 是出自其未加以評論的部分傳記。
7. R. Bell, The Origin of Islam in Its Christian
Environment (London: Cass, 1926; reprint,
1968), pp. 57f.
8. K. Cragg, Muhammad and the Christian (Maryknoll, N.Y.: Orbis, 1984), p. 18.
9. 參古蘭經五三章 1-18 節的記載。
10. 「第七世紀之非比尋常的事件， 徹底扭轉了
阿拉伯人的角色。 從在歷史上扮演邊緣和從
屬角色的半島人民， 發展成帝國的民族， 成
功地終結了在近東印歐語系的過渡期， 重申
閃米特人在該地區的政治， 將閃米特人的政
治 因 素帶 進 中 世 紀 世 界之 普 遍 狀 態 的 基
礎。 」Irfan Shahid, in P. M. Holt,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1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5f.
11. Ibn-Ishaq, pp. 112-231.
12. Madinat al-Nabi, i.e., “city of the Prophet.”
13. 希吉拉年（AH： Anno Hegirae）， 即是西
元 622 年穆罕默德從麥加的遷徙作為起點，
伊斯蘭曆的元年就此開始。 並且採用月曆
（陰 曆）， 一 年 只 有 354 天（與 西 曆 不
同）。 參 E. J. Brill, First Encyclopedia of Islam, “Hidjra(Hijra),”(Leiden, 1987).
14. 「猶太 人 和穆 斯林 各有 自己 的宗 教信 仰
……， 彼此必須互助以對抗其他反對此盟約
的人。 」Ibn-Ishaq, p. 233.
15. 同上， 239-270 頁。
16. 這一時期的最佳評析， 是 W. M. Watt 的
《Muhammad at Medina》(Oxford: Clarendon, 1956)； 本文乃按照他的解釋。
17. 參 Watt 於 204-220 頁的解釋和分析； 另參
Ibn-Ishaq， 239-247 頁。
18. 然而， 伊斯蘭教往後的發展， 必須謹記 Goldziher 指出的： 「聖行（Sunna， 或稱傳統
習尚）對穆斯林的影響甚於古蘭經， 而非古
蘭經甚於聖行。 」I. Goldziher, Mohammedanische Suidien, vol. 2(Halle: Niemeyer,
1889), p. 19.
19. 參 Bell 之穆罕默德所受的基督教與猶太教
的影響之討論， pp. 100ff.
20. Browne, p. 14. 歷史學家對穆罕默德本身的
素養程度並不確定。 他乃是聘用祕書。 他的
其中一位妻子哈芙莎（Hafsa）能讀會寫，
其他兩位則能讀但不會寫。
21. 首次將福音書翻譯成阿拉伯文是於何時並不
可 考。 傳 統 說 法 是 Bar Hebraeus （Abu’l
Faraj）於十三世紀複述， 一位阿拉伯王子下
令「一性論者約翰」於西元 635 年翻譯的，
但但現存最早的片段不可能早於九世紀； 參
B. Spuler, The Muslim World, pt. I (Leiden:
Brill, 1960), p. 26, n. 1. 無論如何， 穆罕默德
要直接學到基督教聖經， 還必須透過口述引
支勒（Injilor 或 Indjil， 即福音書）， 引支
勒在古蘭經中主要是指神對耶穌的啟示， 參
Brill, First Encyclopedia of Islam (Leiden,
1987), pp. 1913-1936ff； 其次才是基督教的
聖經。
22. Spuler, p. 117.
23. 本書英文版之古蘭經中的參考與引用，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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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 A. Yusuf Ali, 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Quran: Text [in Arabic], Translation [in
English], and Commentary (Cairo, Beirut, and
Lahore, 1938ff.), 一 位 獻 身 的 穆 斯 林 的 工
作。 而恰當的英語辭句可以比較 A. J. Arberry in「牛津世界經典」系列《The Koran
Interpreted》 (Oxford,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段落編號與
其他的譯本稍有不同。
24. 參古蘭經三章、 五章和十九章， 其中多處提
到與耶穌有關的事件。 此外， 古蘭經也提到
其 他 一 些 訊 息， 如： 二 87、 253， 四
157-159、 171， 九 30-31， 四三 57-65， 五
七 26-27， 及六一 6。 對於在古蘭經中所作
對耶穌進一步的論述， 可參 G. Parrinder,
Jesus in the Qur’an (New York: Sheldon,
1965); S. M. Zwemer, The Moslem Christ, An
Essay on the Life, Character, and Teaching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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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Koran and Orthodox Tradition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12)； 及 Cragg, pp. 100-120.
25. 穆斯林評論者從來無法使古蘭經四章 157 節
和三章 55 節所提及之「耶穌沒有死」， 與
神所說的（直譯）「我會讓你死」作相互的
關聯。 穆斯林將其翻譯成「我會取走你」。
26. W. Muir, The Life of Mohammed (Edinburgh:
Grant, 1923), pp. xxff.
27. 有些論述如 T. P. Hughes, in A Dictionary of
Islam (Lahore: Premier Book House, 1885; reprint, 1964)， 認為古蘭經對於新約文本真正
的啟示從來沒有爭議， 只是基督徒在閱讀時
將其扭曲了； 參有關「引支勒」一文。
28. Holt,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1, pp. 33-35.See also Bell, p. 12f

先知穆罕默德
以實馬利． 法魯基（Ismail R. al-Faruqi）
前往麥地那和先知墓地的朝覲之

有許多頗有號召力的領袖贏得了人們的愛

旅， 是為了表達穆斯林對先知的崇
敬和景仰。 無論何時何地提到先知的名

戴和敬佩， 但沒有一個人從他們的追隨者
那裡所得到的愛戴、 尊榮和尊重， 勝過穆

字， 穆斯林總是祈求真主的祝福。 這樣的
祈禱一天會重複無數次， 而且天天如此；

罕默德所得到的。 有些人在他們的追隨者
心中博得了那麼多的愛戴和尊榮， 以至於

它成了拜功儀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
所談論的， 便是穆罕默德作為先知的影響
力， 和為了記念他一生中某些特別的事件

在他們追隨者的心目中變成了神。 神化的
做法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相當普遍， 在當時

而進行的一些慶典活動。

穆罕默德的特殊地位
在穆罕默德之前有過許多的先知， 也

的印度、 中國、 日本和非洲也是如此。 甚
至可以大膽地說， 人的本性有將凡是非比
尋常的事物與神性相互聯繫的傾向。 確實，
儘管伊斯蘭教強力譴責這種做法， 但有些
先知的追隨者抵擋不住這種誘惑。 當先知

已故的法魯基博士被公認為是伊斯蘭教和比較宗教方面的權威。 他是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宗教學教
授， 在該校創立並主持伊斯蘭研究專案。 他先後在中東、 非洲、 加拿大和美國學習並執教。 他筆耕不輟， 先後用
阿拉伯語和英語發表了許多文章和書籍。
改編自 Ismail R. al Faruqi, Islam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s, 1998), pp. 35-44. Used by permission.。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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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床臨終之時， 這些人喧嚷著說他沒有死，
而是提升到了天上與真主同在。 否認他的
死亡， 是宣稱他具神性所邁出的第一步。
當聽到先知死亡的消息時， 他最親密
的朋友和長年的同伴伯克爾， 馬上親自走
進他的房間看個究竟。 然後他進到清真寺
大堂， 領頭人奧馬爾（Umar）正在那裡宣
佈說穆罕默德已經被提升到了天上。 伯克
爾幾次試圖有禮貌地示意奧馬爾停下來，
但他仍然不住聲。 於是伯克爾站了起來，

能、 全知的神來說， 因時地而改變他對人
類的意志不甚妥當。 當然， 世人服從的方
式或許會改變， 但真主戒律的宗教或道德
目的不會改變。
然而， 在穆斯林當中也有一種看法，
認為真主的戒律可以改變。 那就是當戒律不
是關於行良善、 公義或慈愛的命令， 而是關
於在具體情形中， 如何實施良善、 公義或慈
愛的規範。 規範性的宗教律法確實可能變

把奧馬爾推到一邊， 對聚集的穆斯林說：
「如果你們當中有什麼人是一直在崇拜穆

動， 這取決於運用這些規範時的具體實際情
況， 情況有變， 應用的律法也有變。 但這種
改變是啟示之事件的改變， 而不是啟示本

罕默德的， 就當曉得， 穆罕默德已經死
了； 但如果你們一直是在崇拜真主， 就當
知 道 唯 有 真 主 才 是 永 恆， 是 永 遠 不 死

質方面的改變。 伊斯蘭教承認歷史要求改
變， 但其影響的僅僅是宗教的「方法」， 而
從來不是宗教的「內容」。 伊斯蘭教解釋

的。 」他這番話使那些穆斯林大為震驚，
提醒他們唯有真主才是神， 只有他是不朽

說， 過去先知的替換是由情況的改變， 或是
對啟示本質的認識偏差和誤解而引起的。

的； 而穆罕默德是人， 和其他任何人一
樣， 具有人的所有屬性， 並終有一死。 這
是穆斯林最後一次對先知予以神化。

因此， 穆斯林並沒有聲稱穆罕默德為
過去先知的啟示帶來任何新鮮的事物， 他

穆罕默德的人性並非缺點， 而是優
點。 若他是神， 則他的生涯就不那麼有指
導意義了。 因為人們不得不費盡心思地將
神的作為解釋為人類能夠， 並且做得到的
事。 但身為人， 他領受了真主的啟示； 身
為人， 他又將啟示傳遞給了人類； 身為
人， 他瞭解了這啟示， 並在他的一生中對
此啟示進行詮釋且以身表率。

古蘭經：對先前啟示的確認
伊斯蘭教認為， 真主出於慈恩， 差派
了一位先知給每個民族， 並且所有的先知
所教導的功課， 在實質上都是相同的。 如
果真主不會改變， 那麼他的意志， 即所有
啟示的內容則必須是相同的。 對一位全

的啟示只是對先前所有啟示的一個確認。
並且賜給穆罕默德的啟示
古蘭經
是不朽的， 因為真主宣稱他自己就是古蘭
經的保護者和監護人。 世世代代的穆斯林
積極回應， 把古蘭經深深地植入他們的腦
海中， 所以它絕不會從這個世上消失。 他
們保留了阿拉伯語言， 沿襲了其所有的語
法和句法， 從而使人類對啟示語言的瞭解
永遠都完全可能， 而且輕而易舉。
穆斯林實際上將古蘭經視為講述宗教
最終目的的聖典， 是有關真主旨意「內
容」的聖典。 他們並不否認古蘭經的確也
包含了一些法規， 但他們認為這些法規比
起經文中的其他成分來說， 較為次要。 總
共六千三百四十二句經文中， 約有五百句
是規範性的， 剩下的也是籠統地勸說要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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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和有德行。 他們認為真主不需要賜下另
一個啟示， 部分原因是因為祂已經把一本

穆斯林透過誦讀穆罕默德的傳記， 和為家
裡和孩子舉行各樣的慶祝活動來慶祝穆罕

陳述祂旨意的不朽權威聖典， 也就是古蘭
經， 交到了人類的手中； 還有部分原因是
因為他希望人們自己去發現和詳解真主旨

默德的誕生。 穆斯林在日常生活許多事情
中遵守聖行， 或說是穆罕默德的榜樣。 但
在這一天， 穆斯林特別注意要遵照穆罕默

意今後所要實現的方式。 因此， 古蘭經的
啟示總體上不是規定性的。 這也不是偶然

德的聖行行事， 也特別注意先知的同伴們
和他們的子孫， 為了保持其純潔不變所做

的， 因為真主的計劃是把制定律法的任務
移交給人類， 只要規範性律法具體體現的

出的重大努力。 誠如我們所看到的， 保存
和傳遞古蘭經經文基本上沒有甚麼麻煩。

原則和價值觀是真主所啟示的。
穆斯林從中得出三個重要結論。 第

它的語言和風格是如此地高雅和脫俗， 不
需要太多的訓練就能識別， 並與其他作品

一， 穆罕默德之後沒有必要再有先知。 這
種確有必要的情形
也就是說， 啟示的

作區隔。 但穆罕默德自己的語言， 則像人
類其他人的語言一樣。 因此， 鑒別真正的

敗壞或缺失， 或形勢的改變要求規定也有
相應的改變
不會再發生。 古蘭經是不
朽的， 規定性立法是人類的責任和特權。

先知傳統， 是一項需要特別謹慎的任務。

第二， 穆罕默德是派給全人類， 而不是某
個民族的最後一位先知。 第三， 作為真主
所賜宗教的模範信徒， 穆罕默德是伊斯蘭
教的榜樣； 他的聖行（sunnah）或說是具
體典範， 為行為舉止樹立了標準。

聖訓（Hadith）
聖行是以稱為聖訓的傳說流傳下來
的， 由先知的同伴們講述， 並代代相傳地
傳下去。 穆斯林注意到聖行在穆罕默德之
後最初的四代間， 於傳述的過程中被篡
改， 所以穆斯林仔細地用 al-sahihah（真正

穆罕默德：使者和榜樣

的， 或核實過的）這個詞， 來限定聖行一
詞。 為了從不實或偽造的聖訓中篩選出真

所以， 穆罕默德不僅僅是原原本本地
傳遞他主之信息的使者。 他還將真主的信

正的聖訓， 穆斯林發展了文本批判學， 制
定出完善的學科來確定每一道聖訓的歷史

息具體化、 詳細化、 明確化。 真主預備他
來完成這項任務， 他的品格在民眾眼中毫

可靠性

無瑕疵。 因此， 古蘭經說穆罕默德的行為
代表了最高的層次， 是穆斯林效法的榜

包括敘述者的承接、 採用的形
式或語言、 文本的編輯、 文本內容的一致
性和合理性， 與古蘭經的相符性， 以及與
其他歷史事實和人類累積智慧的一致性等

樣。 穆斯林認為由於真主的預備， 他立下
了兩個功績： 原原本本地傳遞了真主的信
息， 並在生活中將這個信息具體化。

等。 利用語法學、 句法學、 詞典學、 語源
學、 語言學、 編修學和文學審美學， 穆斯
林開發出文本、 形式、 論題和歷史批判方

在伊斯蘭曆法第三個月的十二日， 也
就是穆罕默德的誕辰日那天， 穆斯林紀

面的各種工具， 以考查聖訓的真偽。 他們
還進一步發展了其他學科， 如傳記學、 歷

念、 重申和慶祝這兩層意義。 在那一天，

史編輯學和社會分析學， 以調查聖訓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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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真實性。 他們為這項任務制定了內在
和外在的評斷標準。

說他是「封印」（seal）的先知， 也就是
先知中的最後一位。

因為事情的本質使然， 他們的定論不
可能絕對明確。 所以， 他們沒有揚棄他們

對穆斯林而言， 先知的到來表明了與
神性的接觸， 這種接觸帶來了人類對真神

發現有欠絕對真實的東西， 而是照此分
類， 提醒讀者說真主比他們更清楚。 他們

旨意的理解。 它還表明了先知的榜樣作
用， 為這旨意的執行作好準備。 因此， 對

的研究使他們得以將先知言行的所有傳

神的時間表而言， 先知的到來比對人而言
意義更為重大。 它未必標誌著歷史上伊斯

統， 按真實程度由高至低排列分類。 第一
類聖訓是先知教導穆斯林要做的， 並且至
今他們仍然不斷在做的行為。 這是一種
「行動性的」聖行， 鑒於它的普遍性、 重
複性和公共性， 所以它幾乎不可能會錯；
第二類聖訓是具有司法性質的聖訓， 它們
在歷史上產生過看得見的公開的結果， 因
此已被歷史上無可爭議的事實所證實； 第
三類聖訓是具有宗教和道德性質的聖訓，
它們顯然與古蘭經相符， 因而被當成是古
蘭經思想和命令的闡釋或範例； 最後一類
聖訓就是帶有某些創造性， 有革新意味的

蘭運動的開始。 所以伊斯蘭紀年必須有另
一種開端。
是第二任哈里發烏馬爾‧ 伊本‧ 哈塔
卜（Umar ibn al-Khattab）將伊斯蘭曆法之
始定於西元 622 年的 7 月 16 日， 也就是先
知遷移到麥地那的那一天。 其原因很明
確。 伊斯蘭教是一種天意， 註定要成為一
個思想體系， 指引一場從麥地那（麥加）
發起， 席捲整個世上和人類的全面運動。
這項環球運動從何時開始算起？不是從穆
罕默德的誕生日開始算起！也不是第一次

聖訓， 或是所講述的、 沒有被其他知名的
敘述或傳統提及的聖訓。

接受啟示那天， 那時先知連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麼回事。 也不是先知的一些同伴遷徙

穆斯林是以這些類別來看待先知的聖

到埃塞俄比亞（Ethiopia）的那一天， 因為
他們的遷徙是一種逃亡行動。 但它卻是先

行的。 他們會很小心地將由古蘭經已驗證的
先知行為， 稱之為經過證實的行為； 如此，
就為人類可能發生的錯誤敞開了大門。 人類
要清除真主旨意範圍中的錯誤， 也因此是勢
在必行， 畢竟他的旨意才是真正的宗教。

先知往麥地那的遷都之行
（Hijra）

知遷都到麥地那的那一天， 實際上是第二
天。 就在這一天， 他宣佈建立伊斯蘭國
家， 並且發起了一場伊斯蘭教世界運動和
環球大使命。

發動建立世界性國家

雖然先知的誕辰在穆斯林心中佔有重

對這個宗教本身而言， 有沒有必要發
起這樣的運動呢？難道它不是歷史的一個

要位置， 但他們卻認為以此為伊斯蘭教歷
年之始不甚適宜。 要知道， 雖然穆斯林視

偶然嗎？還是一個人類刻意的追求， 因而
僅僅是人類認為有必要而造成的結果？穆

穆罕默德為最後一位先知， 但他卻不是第
一位。 這與古蘭經中的描述一致。 古蘭經

斯林回答說「不」。 真主認為它是必要的。
參與一切歷史事件， 對於伊斯蘭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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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終極目標來說都是必要的。 因為伊斯
蘭教不是一個個人主義的、 主觀的宗教，

斯蘭教是一個大家庭裡的三種宗教， 它們
都擁有同一位神。

而是一個敦促全人類參與歷史的進程， 調
集整個人類和大自然的力量， 根據真主所

作為世界宗教中最年輕的一支， 一個
誕生於猶太教和基督教搖籃裡的宗教， 伊

啟示的模式來改造世界的宗教。 穆斯林正
是這樣看待他們的天職： 進入歷史、 改造

斯蘭教無法不將自己與這兩個較長的宗教

世界。 不像那些實質上是以個人幸福或造
化來為救贖下定義的宗教， 伊斯蘭教視社

相聯繫。 伊斯蘭教的預言理論， 迫使它承
認希伯來先知和耶穌的先知身分。 在穆罕

為絕對必要

默德時代的阿拉伯半島， 人們對他們還記
憶猶新。 古蘭經提到了其中的許多人物，

的。 在伊斯蘭教裡， 對其健康和修練、 擴
展和進軍有必要的社會團體， 和所有機構

特別是亞伯拉罕（易卜拉欣）、 雅各（葉
爾 孤 白）、 米 甸（麥 德 揚）、 摩 西（穆

對於改造人類、 自然和世界至關重要。
所有這些在穆斯林遷都日慶祝活動

薩）、 大 衛（達 伍 德）、 所 羅 門（蘇 萊
曼）、 約拿（優努斯）和耶穌（爾撒）。

中， 都有含蓄表達。 它提醒人們， 舊的一
年之過去， 及新的一年之開始。 它是一次

古蘭經將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看作是哈尼

會

以及它的井然有序

重新審視的時刻， 不是對個人生活的審
視， 而是對公共生活的審視， 其主題是作
為世界運動和世界性國度， 伊斯蘭教表現
如何。 每位穆斯林都必須問： 先知在麥地
那發起的這個世界運動， 距離實現其真主
所賜的目標有多接近？距離包括和動員全
人類還有多遠？距離將人類改造成聰明、
英勇和聖潔， 還有多遠？距離將自然改造
成天堂， 還有多遠？

先知的夜行登霄奇蹟
登 霄 節（al-Isra al-Miraj, Lailat alMiraj）這個節日是記念穆罕默德去耶路撒
冷遠寺的夜之旅， 和他在那裡的升天一事
（古蘭經十七 1）。 這個節日是在太陰月
（lunar month）七月的第廿七天舉行， 穆
斯林透過拜功、 佈道， 和以家庭聚餐給孩
子們糖果為結束的守夜等方式來慶祝。 這
個節日的宗教意義除了拜功修行之外， 還
說明了伊斯蘭教承認基督教、 猶太教和伊

夫人（hanifs）， 亦既非猶太人也非基督
徒或馬肯（Makkan）教徒的阿拉伯人， 然
而他們卻極其尊重他們的道德正義、 宗教
異象和屬性修養。 因此伊斯蘭教必須明確
它與它們的關係。
哈尼夫人被伊斯蘭教當作是閃族宗教
意識的阿拉伯繼承者， 從阿卡德的撒珥貢
（Sargon of Akkad）到亞伯拉罕和摩西，
最後傳到耶穌。 無庸置疑， 他們的隊伍因
那些逃離在巴勒斯坦、 約旦和敘利亞發生
之迫害的流亡者而壯大。 這些地方的宗教
當局經常強制推行正統猶太教， 或正統基
督教的某種特別形式。 這樣做的結果是，
他們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叛浪潮， 其中
有些反叛者在持類似觀點的阿拉伯人當中
找到了庇護所。 另外， 還有一些是逃離亞
歷山大繼承人所實施的強制性希臘化的猶
太流亡者， 和逃離羅馬與猶太人迫害的基
督徒流亡者。 事實證明， 哈尼夫（hanif）
一詞是由一個敘利亞詞演變成的阿拉伯語
形式， 其意思是異教徒、 被唾棄的、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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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主義者， 從當局立場來看， 這些意思
正好符合了這些流亡者的特徵。

的， 因而是真主與人交通的同一現象的另
一例子， 他們對此看法不一。 然而， 最重

哈尼夫人將亞伯拉罕視為他們的祖

要的是這個問題： 為甚麼偏偏選擇耶路撒
冷作為升天之地， 而不是麥加或其他地

先， 並宣稱他是第一個哈尼夫。 哈尼夫人
沒有自己的經書， 這使他們更容易與伊斯

方？難道不能從地上任何地方到達天堂？

蘭教等同。 至於麥加人對他們宗教的認
識， 伊斯蘭教毫無保留地表示認同。 他們

很顯然， 選擇耶路撒冷是因為這個城市是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中心， 也是伊斯蘭

信仰一神論、 神性的超然性、 普世論， 和
主張嚴格的道德修行。

教尋求與之達成共識的先知的住所。
傳統按照先知所說的， 保留了事件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卻是另一番情形。 穆
斯林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教信仰， 有些地方

細節。 一天晚上， 他被早先許多次帶給他
啟示的天使喚醒。 天使為他帶來一匹特別

是正確的， 並表示認可； 其他地方則被穆
斯林認為不符合閃族傳統， 因而是與伊斯

的駿馬， 要他騎上去。 那馬於是在空中奔
騰， 使先知能認出路上的行人和他們的車

蘭教對立的。 古蘭經對這些宗教的批判性
經文發生在啟示的麥加時期， 那時穆斯林

隊； 一到耶路撒冷， 先知就將馬拴在哭牆
附近的一塊大石頭旁。 就是從這塊自古就

與除了麥加人之外的其他不同信仰的民族

與猶太教和基督教有著密切關係的著名大

接觸極少。 因而這種批判無關穆斯林與猶
太人和基督徒所涉及的社會政治關係。 伊

石上， 穆罕默德升上了天。 至今仍可以在
一個環石而造， 名為聖岩圓頂寺（Dome of

斯蘭教對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批判是很犀利

the Rock）的紀念性建築內看到這塊石頭。

的， 特別是在感到他們篡改了他們的經
典， 致使人類偽造的啟示與真正的啟示魚

在天堂（樂園）， 所有的先知都聚集
朝見穆罕默德， 他們一起禱告， 讚頌真

目混珠時， 以及在發現他們不太遵守他們
宗教的誡規時， 會嚴厲地批評他們。 所

主。 真主指示他的先知創立伊斯蘭教的拜
功制度。 穆罕默德被帶領進行天堂和地獄

以， 伊斯蘭教一面將自己與這些宗教相聯
繫， 是源自同一位神的家庭中的一員， 一面

之旅， 穆斯林對這段旅程的描述， 成了伊
斯蘭教和西方許多有關天堂的浪漫玄妙傳

又將自己與它所認為的人為篡改區隔開來。

說的起源。
在慶祝登霄節時， 穆斯林承認所有先

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連結
登霄節記念的是伊斯蘭教與猶太教，
和基督教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 表現在有
故事說先知夜行到耶路撒冷， 並在當晚升
到了天上與其他先知一起談話。 雖然所有
的穆斯林都相信先知確實經歷了這次夜之
旅， 也確實升上了天， 但旅行和升天是否
為肉體的， 因而是個神蹟； 或是屬靈上

知的大一統， 從而承認與他們有關的所有
宗教的統一性。 作為閃族宗教家庭三大主
流的創始人， 亞伯拉罕、 摩西和耶穌在眾
先知中， 被賦予非常特殊的地位。
第一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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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試思考你學到關於穆罕默德的什麼。試什麼事情增強了你對穆罕默德和伊斯蘭的
理解？你對穆罕默德的敬意有沒有改變？

2. 試思考穆罕默德時代的基督教是何種狀況。穆罕默德與猶太人、基督徒和他們的
聖書之間，有怎樣的相互作用？他們對他的印象是什麼？為什麼？

3. 你所學到的，對今天的基督徒有什麼樣的啟示？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Karen Armstrong, 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觀看： The Message: The Story of Islam, Starring Anthonyh Quinn (Anchor Bay Entertainment, 1976).
禱告： 為未得之民用「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禱告卡禱告。
訂閱： 網站上的免費古蘭經。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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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伊斯蘭教的擴展
思考問題
 伊斯蘭教擴展至其他文化 為這些文化帶來了哪些好處？
，
 有哪些歷史性的因素吸引人們皈依伊斯蘭教？
 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

， 伊斯蘭教作了哪些貢獻？
 過去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會之間的對抗 對今日的矛盾衝突有何影響？
，

課程目標
從穆斯林的觀點出發， 描述伊斯蘭教的擴展：
1. 簡要描述伊斯蘭教的人口和地域分布情況： 西至西班牙， 向東沿絲路經中亞至
中國、 印度、 菲律賓及印尼， 並擴展到非洲， 最終到西歐和北美。
2. 闡述伊斯蘭教的擴展在政治、 文化、 貿易及知識的進步領域有何表現。
3. 闡述為何很多情況下， 伊斯蘭教所征服的社會皆歡迎它的到來， 並將其統治看
作是從高壓統治中的解脫。 為什麼說這種宗教上的轉變大多是漸進的過程， 而
不是強制的。
4. 描述這些早期的相互影響是如何埋下了導致後來衝突的隱憂： 打著宗教的幌子
進行政治和文化上的鬥爭， 包括過去歐洲對伊斯蘭教擴展的反應； 現今人們對
穆斯林國家的偏見； 穆斯林世界對西方國家的偏見。 注意這種互相曲解的事件
發生在政治、 經濟和軍事活動中。 特別思考十字軍東征以及殖民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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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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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穆罕默德過世後不到一百年的
時間， 穆斯林統治了從西班牙到
阿富汗這一地區。 伊斯蘭教為什麼能如
此迅速擴展， 這一切又是怎麼實現的呢？
伊斯蘭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人們在教
授歷史知識時， 往往過度強調征服異己，
而忽略了穆斯林社會在政治、 經濟領域
的統領地位， 以及他們在自然科學與技
術、 法律、 藝術領域所取得的進步。 在
我的高中歷史教材裡， 穆斯林進軍西班
© Caleb Project

牙和法國， 與哥特人（Goths）洗劫和焚
燒古羅馬相提並論。
學生時代的我並沒有質疑學校所教
的一切。 沒有停下來思考是誰在保存希
臘文化， 使之在文藝復興時期得以被「重

戴著花帽（Doppa）的烏茲別克男人

新發現」。 也沒有想過哥倫布（Columbus）是出於何種動機， 以致去探尋一條新的通往印度和中國的航道。 我從來沒有學過
關於非洲、 亞洲， 包括德里（Delhi）帝國、 豪薩族（Hausa）， 蘇爾尼西亞（Suanusiya）， 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和雲南等地博大精深的伊斯蘭文明。 直到後來我去了
東非， 又再去土耳其學習時， 才發覺自己所受教育的疏漏。
和其他人一樣， 每當我聽到伊斯蘭教
是「靠刀劍來傳播」時， 我就會想像穆斯

政治壓力， 逐步使他們皈依。 伊斯蘭教也
透過貿易關係和傳道來擴展， 而不是透過

林的鎮壓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 是多麼的
血腥。 確實， 早期穆斯林的征服實際上就
是 戰 爭， 穆 斯 林 稱 之 為「聖 戰」（ji-

強制措施。 例如， 蒙古人皈依了伊斯蘭教
就是透過傳道， 而不是透過戰役的勝利。
雖然穆斯林同樣有其偏見的一面， 許

had）。 然而， 比起十字軍東征和蒙古人的
入侵戰而言， 它們還算是好的。 如果早期

多時候他們不承認受惠於希臘哲學、 自然
科學和天文學成果， 而且世界上很多領域

的將軍殘忍地對待基督徒和猶太教徒， 會
被哈里發驅逐出去。 許多穆斯林軍隊並沒

的進步還要歸功於穆斯林的文化成就。 今
天， 對這些成就的評價會影響到我們與穆

有將異教徒處死， 而是對他們施以經濟和

斯林的關係。 為了瞭解穆斯林對世界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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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獨立和西方帝制的結束
許多穆斯林國家仍然生活在殖民統治之下，
直到二十世紀才獲得獨立， 這些國家的數量
相當驚人。 下面列出了這些國家的獨立日期
和佔領國：
1918 沙烏地阿拉伯（英國， 土耳其）
1921 土耳其（法國， 俄國， 義大利）
1925 伊朗（英國）
1932 伊拉克（英國）
1936 埃及（英國）
1943 黎巴嫩（法國）
1945 阿爾巴尼亞（義大利）
1946 約旦（英國）， 菲律賓（美國）， 敘
利亞（法國）
1947 印 度， 包 括 巴 基 斯 坦 和 孟 加 拉（英
國）
1948 緬甸（英國）， 斯里蘭卡（英國）
1949 印尼（荷蘭）
1951 利比亞（法國）
1953 柬埔寨（法國）
1954 寮國（法國）， 越南（法國）
1956 摩洛哥（法國， 西班牙）， 蘇丹（英
國）， 突尼西亞（法國）
1959 幾內亞（法國）
1960 貝南人民共和國（法國）， 布吉納法
索（法國）， 喀麥隆（法國）， 查德
（法 國）， 中 非 人 民 共 和 國（法
國）， 剛果（法國）， 象牙海岸（法
國）， 賽普勒斯（英國）， 加納（英
國）， 馬 達 加 斯 加（法 國）， 馬 里
（法國）， 茅利塔尼亞（法國）， 尼
日（法國）， 奈及利亞（英國）， 塞
內加爾（法國）， 索馬利亞（英國，
義大利）， 多哥（法國）， 剛果人民
共和國（比利時）
1961 科 威 特（英 國）， 塞 拉 利 昂（英
國）， 坦桑尼亞（德國）

1962 阿爾及利亞（法國）， 蒲隆地（比利
時）， 盧安達（比利時）， 烏干 達
（英國）
1963 肯亞（英國）， 馬來西亞（英國）
1964 馬拉維（英國）， 馬耳他（英國），
尚比亞（英國）
1965 剛 比 亞（英 國）， 馬 爾 地 夫（英
國）， 新加坡（英國）
1967 葉門（英國）
1968 赤道幾內亞（西班牙）
1971 巴林（英國）， 卡塔爾（英國）， 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
1974 幾內亞比索（葡萄牙）
1975 加 彭（葡 萄 牙）， 莫 三 比 克（葡 萄
牙）， 西 撒 哈 拉（西 班 牙）， 葛 摩
（法國）
1976 塞席爾（英國）
1977 吉布提（法國）
1983 汶萊（英國）
1989 阿富汗（俄國）
1991 阿塞拜疆、 哈薩克、 吉爾吉斯坦、 塔
吉 克、 土 庫 曼 斯 坦、 烏 茲 別 克（俄
國）
1992 斯 洛 維 尼 亞、 克 羅 地 亞、 波 士 尼 亞
（南斯拉夫）仍被佔領的國家和地區
有： 約 旦 河 西 岸 和 迦 薩 地 帶（以 色
列）， 西撒哈拉（摩洛哥）， 馬約特
（法國）

資料來源：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Colorado Springs, Colo.:
Ministry to Muslims, 2001)， pp. 349-350. 蒙
允使用。 www.mtmsi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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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我們是否願意把我們沒有事實根據的
觀點和偏見放置一邊呢？這樣才公平， 不

治， 以取得穆斯林統治者之下的受保護之
少數民族的社會地位（例如， 猶太教徒逃

是嗎？

離西班牙宗教法庭）。
在歐洲處於黑暗時代時， 伊斯蘭教卻

今天， 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仍然會使用
到許多阿拉伯詞語， 如「alchemy」（魔
力）、 「alcohol」（酒精）、 「algebra」
（代 數）、 「algorithm」（演 算 法）、

欣欣向榮， 在文化、 藝術、 醫學、 法律、
工程和軍事技術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穆斯林學者使古希臘時代的著作重見光

「alkali」（鹼性）、 「antimony」（銻）
和「azimuth」（方位角）等等， 這些還僅

明， 同時也使他們自己的理論得到發展，
雖然當今已有許多人忘了他們的名字，

僅是在字母 A 裡！阿拉伯用語充斥在我們
技術性語言從 A 到 Z 的各方面。 從我個人

如： 巴 達 尼（Al-Battani）， 伊 本 拜 達
（Ibn al-Baytar）， 比魯尼（Al-Biruni）
，

來說， 我十分感激不必用羅馬數字來結算
支票簿， 這得益於使用了阿拉伯數字體

伊得里斯（Al-Idrisi）， 胡奈恩（Hunayn
ibn Ishaq）， 花拉子密（Al-Khwarazmi）
，

系。 哥倫布啟航去尋找新大陸的時候， 所
使用的地圖和器械也都來自於穆斯林的技

海亞姆（Omar Khayyam）
， 伊本拉希德，
或稱阿維洛伊（Ibn Rashud〔Averroes〕
）
，

術。 被譽為歐洲文藝復興和科學方法之父
的羅傑‧ 培根（1214-1294）， 將伊斯蘭

拉齊（Al-Razi）， 伊本西納， 或稱阿維森
納（Ibn Sina〔Avicenna〕）， 阿布卡色斯

世界當作他最寶貴的靈感來源； 他向歐洲
人所解釋的那些現象， 穆斯林早已經發現

（Abu al-Qasim al-Zahrawi）， 及 查 爾 卡
利（Al-Zarqali）。 有個研究歷史的學者描

了。 並且和普遍認為的相反， 鬱金香並不
是起源於荷蘭
而是來自土耳其。

述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真正起源：

當穆斯林的統治在世界上擴展時， 人
們並沒有一股腦兒立即就皈依了伊斯蘭
教。 非穆斯林（被稱為吉瑪人〔dhimmi〕
，
即「次等公民」）通常受到保護， 但是他
們要透過繳交更高的賦稅來獲得政府的保
護， 這是當時統治之政府的一般做法。 許
多在穆斯林統治下生活的人寧願選擇這種
相對比較慈善的體制， 而不願受他們在
「基督教」拜占庭統治下所面臨的壓迫。
當然， 這些非穆斯林只是次等公民， 很少
有公民權。 隨著時間的推進， 他們當中的
許多人確實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為的是確
保繳納比較低的賦稅或是減輕對他們的壓
迫。 其他人不斷地逃離「基督教」的統

真正的文藝復興是在阿拉伯人和
摩爾人（Moorish）文化復興的影響
下發生的， 而不是在十五世紀開始
的。 西班牙才是歐洲復興的搖籃， 而
不是義大利。 當基督教的歐洲一步步
沉淪進入野蠻之後， 他們走向了無知
和墮落的黑暗深淵。 而此時， 在撒拉
遜人（Saracenic）的世界裡， 許多城
市如巴格達、 開羅、 科爾多瓦、 托萊
多正在成為文明和文化活動的中心。
新的生命正在那裡興起， 並在後來成
為人類進步的一個新階段。 自從人們
感覺到穆斯林文化的影響， 新生命就
開始了它的蓬勃生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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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生意人和神祕主義者等傳教人員

的努力， 伊斯蘭教繼續傳播開來， 甚至在
十字軍東征和穆斯林的領土被蒙古人佔領
期間， 也沒有停止過。 透過壟斷並控制絲
綢、 奴隸和香料的貿易路線， 穆斯林漸漸
擁有了世界上許多的財富和權勢。 直到科
迪斯（Cortez）來到新大陸並獲取他能為
西班牙找到的所有黃金之後， 經濟平衡才
傾向於有利歐洲的一方。 雖然奧斯曼帝國

林， 81%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沒有直接選舉
權。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 如今的穆斯林社
會已沒有過去的輝煌。 一些穆斯林把這完
全歸咎於西方的貪婪和霸權， 而另一些人
則認為是穆斯林未始終忠於伊斯蘭教。 並
且提出， 一些問題可能是來自於真主的懲
罰。 為因應如此嚴峻的挑戰， 如今的穆斯

（Ottoman Empire）的蘇丹領導制在亞洲

林正經歷著變革與復興。
作為基督國度的子民， 我們如何解釋

受到挫敗， 但奧斯曼帝國又維持了四百年
的霸權統治， 其他穆斯林統治者在撒哈拉

歷史， 並對歷史作出回應？至少有一點我
們可以認識到， 耶穌基督來推翻了這個世

沙漠以南的非洲、 南亞、 中國和印尼也是
如此。
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 歐洲國家才在

界的邏輯， 建立了神的屬靈王國。 權勢、
財富、 成功， 甚至學問都不一定是神祝福
的跡象， 或者表明站在了「神這一邊」。

經濟、 軍事和文化上真正趕上了穆斯林世
界。 但非常不幸的是， 歐洲帝國主義在穆

基督教社會和穆斯林社會在這點都作了錯

斯林世界留下了極深的烙印。 甚至現在，
基督教社會和穆斯林社會之間， 在政治上
和文化上的裂痕， 與宗教上的一樣多。
大部分的穆斯林人民直到十九世紀六
十年代才從歐洲殖民統治下獲得自治權。
直到 1990 年代， 其他的穆斯林國家才從殖
民統治下獨立出來。 今天， 世界最貧困人
口中 60%是穆斯林， 80%世界難民是穆斯

誤的判斷。 耶穌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
界。 我的國若屬這世界， 我的臣僕必要爭
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約翰
福音十八 36）
─K.S.， 編者
章節附註
1. Robert Briffault, Rational Evolution: The Making of Humanity（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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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時期的阿巴斯王朝
（Abbasid，西元 732-1250）

布魯斯． 薛本德（Bruce Sidebotham）

© Caleb Project

征服時期的倭馬亞王朝
（Umayyad，西元 632-732）

© Caleb Project

軍查理‧ 馬特爾（Charles Martel）阻止了
穆斯林柏柏爾人（Berber）對法國波瓦第
爾（Poitiers）和圖爾斯（Tours）的進攻
穆罕默德過世後， 伊斯蘭教發展迅
速。 政治統治區擴展到敘利亞、 美

索不達米亞、 波斯、 巴勒斯坦、 埃及、 北
非和伊比利亞。 基督教的主要文化中心如
安提阿、 亞歷山大、 耶路撒冷和迦太基
等， 都落入了伊斯蘭教的統治之下。
伊斯蘭教的統治在某些地方， 一度勝
過基督教地區的統治。 伊斯蘭教的對手拜

步伐。
伊斯蘭文明經歷了幾百年的黃金時
代。 其文化在阿拉伯和波斯社會， 還有如
科爾多瓦和後來成為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
新興城市巴格達等城市， 得到空前的繁
榮。 在早期希臘著作的基礎上， 取得了極
大的文化進步。 這些希臘著作涵蓋科學、
法律、 哲學、 醫學、 藝術、 建築和詩作等

占庭帝國和波斯帝國受內部矛盾的嚴重困

諸多方面。 政治勢力範圍從阿拉伯半島遷
移到了埃及、 巴格達、 波斯， 最後到了土

擾， 很快屈服於能夠公平決斷它們內部鬥
爭的這個新的霸主。 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仍

耳其。
在東方， 許多人遭受著快速擴展的蒙

然是基督教統治的中心， 而此時， 大部分
歐洲地區正處於「黑暗時代」。

古帝國的凌辱， 蒙古帝國還使土耳其人入
侵屬於拜占庭帝國小亞細亞和今天的中

在西班牙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的伊斯蘭

亞。 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最終都皈依了伊斯
蘭教， 後來將伊斯蘭教傳播到印度和中

教的影響， 並沒有滲透進法國及其周邊的
歐洲地區， 因為法蘭克人（Franks）的將

國， 並於下一個時期在那裡建立了帝國。

薛本德博士在印尼花了七年時間進行跨文化的服事。 他帶領一個稱作號角行動會（Operation Reveille）之向未得之
民宣教的協會之分會， 專門培訓和裝備跨文化服事者。
改編自 The Reveille Shofar, 6, No.1 （2002 年第一季）， 蒙允使用。 www.opre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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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軍東征時期（1095-1272），
基督徒奪取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部分

神祕主義者和商人將伊斯蘭教帶進了馬來

重要地區。 十字軍東征所引起的相關事
件， 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關係造成了

半島和印尼。 蒙古的征服促進了伊斯蘭教
在整個中亞、 南亞和東亞地區的傳播和強
化。 中亞的統治者在南亞被稱為蒙兀兒

巨大的傷痕， 但並沒有顯著地破壞整個穆
斯林統治。 歐洲文藝復興的興起， 就是受

（Mughal）， 這些統治者控制了印度的大
部分地區直到十九世紀。 印度的第一位蒙

到十字軍所帶回來的穆斯林文明知識和進

兀兒統治者巴柏爾（Babur, 1483-1530）既

步的巨大影響。

是中亞帖木兒（Timur, 1336-1405）的後裔，

復興時期的奧斯曼王朝
（西元 1250-1700）

也是成吉思汗的後裔。 另一位蒙兀兒統治
者沙賈漢（Shah Jahan）在印度伊斯蘭教
鼎盛期建造了泰姬瑪哈陵（Taj Mahal）。
穆斯林控制了這一時期發展的許多全
球性貿易。 他們對香料的壟斷， 使得哥倫
布不得不於 1492 年設法尋找另外的貿易路

© Caleb Project

線， 這也使他發現了美洲大陸。 新大陸的
發現， 也導致了西班牙、 葡萄牙和其他敵
對的西歐帝國的發展。 同一年， 穆斯林的
摩爾人被趕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奧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帝國是當時最

衰落的殖民期
（西元 1700-1979）

領 的 城 市 安 提 阿， 1291 年 收 復 了 艾 可
（Acre， 今敘利亞首都）， 1453 年奪取了
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 奧斯曼帝國在歐洲
的擴展於 1683 年於維也納止住。 這段時
期， 伊斯蘭教登陸巴爾幹半島， 這一舉動
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科索沃（Koso-

© Caleb Project

大的一個帝國， 整整統治了該地區六百五
十年。 奧斯曼人在 1268 年收復了十字軍佔

vo）和波士尼亞（Bosnia）的危機埋下了
禍根。
透過征服和貿易， 伊斯蘭教在十至十

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 曾經不可一
世的奧斯曼帝國， 如今卻腐敗不堪， 官僚

二世紀之間擴展到了印度和東非。 在西
非， 廷巴克圖（Timbuktu）成了伊斯蘭教

橫行， 越來越四分五裂並最終瓦解。 與德
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結盟之後， 奧斯曼

的學習中心。 十三至十五世紀， 傳教士、

帝國於 1922 年正式宣告結束。 帝國制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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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勢力逐漸統治了幾乎整個穆斯林世界。
從此， 「基督教」的西方要左右國際關係，

阿（Shah）國王的王位， 這是現代伊斯蘭
歷史的轉捩點。 許多國家的「伊斯蘭主義

並為現代的穆斯林世界設定行政界線。
隨著穆斯林世界陷入政治衰敗， 有些

者」穆斯林一直致力於重新將穆斯林社會

穆斯林譴責「基督教」的西方引起了穆斯林

團結在伊斯蘭律法（Shari`a）之下， 他們
取得了一些成效。 伊斯蘭主義者試圖捍衛

世界的不統一、 不穩定， 和他們相對脆弱的
局面。 許多穆斯林地區快速增長的人口、 石

穆斯林， 有時不惜採用極端的手段， 尋求
把穆斯林從外來思想和影響中解放出來。

油帶來的豐厚財富， 及對西方社會的憎恨，
都點燃了伊斯蘭傳教活動和政治活動的烈

然而， 許多穆斯林寧願選擇溫和的或是非
宗教的生活方式。 從阿爾及利亞到菲律

火。 這些不解的情結加上經濟的不穩定， 促
使部分穆斯林世界透過各種方式發生變革，

賓， 從車臣到蘇丹， 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
在與非宗教政府， 和他們自己的溫和派同

不管是透過復興、 改革或是革命。

胞作鬥爭。 對於形形色色的伊斯蘭主義者
而言， 這種鬥爭與其說是宗教運動， 不如

現代內部危機期（1979 年至今）

說是政治的戰鬥口號和過去榮耀的象徵。

1979 年， 伊朗保守派廢除了溫和派沙

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
柯林‧ 查普曼（Colin Chapman）
先知時代以來， 伊斯蘭教是如何發
展的？如果對此沒有一些基本的認
識， 就不可能瞭解當今的伊斯蘭教。 這點
對於基督徒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十四
個世紀以來， 伊斯蘭教一直伴隨著基督教
而發展， 而且很多時候， 與基督教界的關
係並不融洽， 總是不斷產生磨擦。
下面是由克雷格（Kenneth Cragg）所
總結， 基督徒在反思這段歷史時， 可能遇

到的一些困難：
導致伊斯蘭教興起的諸多因素
中， 有一點就是由於基督教會方面的
失敗。 教會缺乏愛心， 不夠純潔， 不
夠熱情， 是屬靈方面的失敗。 真理由
於其傳道者在屬靈上的過失而受損。
伊斯蘭教是在不完美的基督教環境中
發展起來的， 後來藉其內部的勢

查普曼曾與英國聖公會海外差會（Chruch missionary Society， 簡稱 CMS）及埃及、 黎巴嫩與塞浦路斯的國際基督
徒學生福音團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一起同工。 他是伊斯蘭教的權威， 和現在英國伯
明罕的 CMS 培訓學院院長。
改編自 Colin Chapman, Cross and Crescent: Reponding to the Challlenge of Islam (Leicester, UK: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pp. 127-38. 蒙允使用。
（中譯本： 查普曼著， 任炎林譯， 《基督教經得起批判嗎？》臺北市： 中國主日學協會， 1981）。 www.iv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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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聚集力量來與純潔的基督教信仰
分庭抗禮……。
從基督教的角度而言， 這是伊斯
蘭教興起的內在悲劇。 它產生並傳播
一種新的信仰， 以取代它從來都知之
甚少的基督教信仰。 數世紀以來， 兩
大信仰的外在關係長期不快。 這種不
認識基督教所奉基督的狀態， 因體制
性基督教會持續缺乏愛心和忠心而日
益加劇。

1

伊斯蘭教早期的傳播
以下列出了我們需要注意的一些主要
事件及其發生時間（均是西元後）：
632 年

穆罕默德去世。

632-661 年
661-750 年

首批四任哈里發統治麥地那。
倭馬亞王朝在大馬士革的統

661 年

治。
遜尼派和什葉派分裂。

710 年
711 年

穆斯林軍隊抵達印度河。
卡希姆
（Muhammad ibn Qasim）
在信德（Sind， 巴基斯坦東
南部）領導運動。

714 年
732 年

穆斯林佔領西班牙。
穆罕默德死後一百年， 伊斯

732 年

蘭帝國從西班牙擴展至波斯。
查理‧ 馬特爾在法國的波瓦
第爾和圖爾斯打敗了穆斯林

軍隊。
750-1258 年 阿 巴 斯 王 朝 在 巴 格 達 的 統
治： 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

阿拉伯語世界
許多人會將穆斯林與阿拉伯世界聯繫在一起。 雖然全世界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都是阿
拉伯人， 但伊斯蘭教確實根植於其創立者穆罕默德的阿拉伯文化和語言。 而每年千百萬穆
斯林前往朝覲的地方

伊斯蘭教聖城麥加和麥地那， 均位於阿拉伯半島。
北非、 阿拉伯半島和中東地區包含有廿一個說阿拉伯語的國家， 擁有近二億八千萬人
口。 組成阿拉伯世界的這些國家是不同種族的， 包括阿拉伯人、 柏柏爾人、 貝都因人
（Bedouin）、 圖阿雷格人（Tuareg）和埃及人， 總共有二百零九個種族。
埃及曾是基督徒占多數的國家， 直到伊斯蘭教建立幾百年後才打破這種局面。 如今，
其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是穆斯林。 七千四百萬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居住在肥沃的尼羅河流
域， 成了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多數埃及人仍然是農民。 儘管有些埃及人仍舊穿
著長及腳踝的傳統長衫， 然而許多城裡的男人也穿起了藍色牛仔褲和運動鞋。
其他一些主要的阿拉伯人聚居地集中在澳洲、 加拿大、 伊拉克、 以色列、 利比亞、 阿
曼、 沙烏地阿拉伯、 蘇丹、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英國、 美國和葉門。
摘自： 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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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1171 年 法蒂瑪王朝（Fatimids）統治
約 1000 年

埃及。
伽色尼（Ghazni）的馬哈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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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在埃及， 它幫助科普特人（Coptic）
廢除傀儡式的族長， 並重新召回他們自己

德（Mahmud）入 侵 旁 遮 普

被流放的族長。 科普特人甚至加入了穆斯
林的軍隊一起驅趕拜占庭人。

（Punjab， 印 度 西 北）； 穆
斯林在拉合爾（Lahore）設

第二， 所有生活在伊斯蘭統治下的非
穆斯林都要繳納土地稅（kharaj）。 猶太

立政權。

教徒和基督徒需要繳納額外的人丁稅

研究伊斯蘭教在最初幾個世紀的傳播

（jizyah）才可被當作是受保護的臣民。 他
們不允許參軍
， 也不需要繳納穆斯林的課稅
。

時，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在伊斯蘭教統治下
猶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社會地位， 並評論許

第三， 在印度次大陸、 東亞、 西非和
東非， 伊斯蘭教是透過商人來傳播的， 其

多人還存有的伊斯蘭教是靠武力擴展的陳

中的許多人最初是來自阿拉伯半島。 蘇非
派（Sufis）在伊斯蘭教的傳播方面也引起

舊觀念。
第一， 有些地方的基督徒是歡迎伊斯
蘭教來統治的。 例如， 在敘利亞， 伊斯蘭
的統治把他們從拜占庭的高壓下解放出

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 伊斯蘭教是「用刀劍來傳播」
的說法是非常片面的， 是過度簡單化的說

阿拉伯語世界
黎巴嫩
巴勒斯坦

茅利塔尼亞

伊拉克

科威特
巴林
卡達

約旦

阿爾及利亞
西撒哈拉

敘利亞

利比亞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 阿曼
聯合大
公國

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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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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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因為這是一個廣受爭議的問題， 在此
很有必要比較一下針對伊斯蘭教在最初四
百年裡擴展情況的各種敘述。 這些敘述出
自四位作者之手， 他們皆從不同角度來論
© Caleb Project

述這個問題， 且皆是根據特定的時期之特
定地域， 來描述伊斯蘭教的傳播。

不同的敘述
第一個敘述由一位穆斯林阿布達拉提
（Hammudah Abdalati）所寫， 提到早年
阿拉伯半島上那些拒絕信奉伊斯蘭教的人
所背負的各種壓力：

穆罕默德死後立即當權的一位卓越的軍事
領袖：

那些抵制伊斯蘭教並拒絕貢稅，
且與其他教派聯合以維持他們狀況的
人舉步維艱。 他們從一開始就採取敵
對的方式， 故意製造麻煩， 不像穆斯
林新來者， 新的皈依者和他們交納貢
稅的同胞。 這種行為， 從國家的角度
來看意味背叛；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
是卑鄙的；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冷漠
的； 從軍事意義上來看是具有煽動性
的。 所以從實際面出發， 它需要被鎮
壓。 不是為了安撫新來者， 而是為了
這些叛逆者生活所在地的國家。 只有
此時才使用武力， 好讓這些人清醒過
來， 意識到他們的責任： 要不是無條
件地接受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 就是
作個忠實的臣民， 繳納貢稅， 並能與
他們的穆斯林同胞相安共處， 享受同
等的權利和義務。

在爪哇（Java）等候公車

2

第二個敘述由一位名叫納齊爾阿里
（Michael Nazir-Ali）的基督徒伊斯蘭學
者所寫， 他描寫了阿拉伯半島內由哈立德
（Khalid）領導的一些戰役， 而哈立德是

伊斯蘭教擴展的許多功勞得歸於
哈立德。 除穆罕默德之外， 哈立德在
將伊斯蘭教發展成世界勢力方面所作
的貢獻， 比起任何其他人都還要大。
然而， 我們雖然佩服他的軍事能力，
卻無法恭維他的道德。 他對諾瓦拉
（Malik Ibn Noweira）背信棄義就是
個典型的例子。 諾瓦拉的部落投降哈
立德， 且諾瓦拉已聲明要信奉伊斯蘭
教； 然而， 他還是與他的妻子和孩子
被一起關進了監牢， 他在深夜被謀
殺， 哈立德當場強行娶了諾瓦拉的妻
子。 這在當時的穆斯林軍隊中引起了
一場軒然大波。 對哈立德的一份正式
的譴責信， 擺在艾布‧ 伯克爾（Abu
Bakr）面前。 儘管烏馬爾（Umar）後
來成了第二任哈里發）極力主張嚴懲
哈立德， 然而哈立德只是受到輕微的
指責。 當烏馬爾成為哈里發的時候，
他解除了哈立德的權力， 一開始是解
除他在東方的指揮權， 最後完全撤除
了他所有的指揮權。 據我們目前所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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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 哈立德的晚年是在窮困潦倒中
度過的。 3
第三個敘述， 提到對中東和北非的一
些主要征服戰， 是由一位名叫泰勒（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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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的基督徒伊斯蘭學者所寫：
當伊斯蘭教在許多文明世界迅速
擴展的時候， 它首先擴展的是其軍事
和政治攻勢； 然而， 要使被征服之地

穆斯林婦女的頭巾
你對信女們說， 叫她們降低視線， 遮蔽下身， 莫露出首飾， 除非自然露出的， 叫
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 （古蘭經廿四 31）
她裹在一件黑色飄逸的長袍裡， 只能看到她的眼睛。 她朝我這裡看了看， 我微微笑了
笑， 結結巴巴地打了個招呼。 她抬起眼睛， 我們四目相視。 在這個亞洲國土上， 我們都算
是外國人； 這次相遇， 讓我們彼此找到了朋友。 我們分享喜悅， 嘲笑男人和婚姻。 我也談
到信靠神。
我若是像其他人那樣， 僅僅擦肩而過， 不看那個遮著面紗的穆斯林婦女， 那麼我也會
錯失這個機會。 是不是因為我們害怕或不知道該對她們說些什麼？也許我們只是不瞭解她
們為什麼穿得與眾不同。
嚴格遵守婦道的穆斯林女性認為戴面紗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面紗又稱為 hijab， burqa， chador， 或 abaaya。 它蓋住頭髮， 有時還遮住臉。 根據當地的習俗， 穆斯林服裝可以
是全身長度的沙特式長袍（chadris）； 或是像埃及普遍流行的那樣， 身上穿著現代款式的
服裝， 但頭上繫著頭巾（只露出臉）； 也可以是像巴基斯坦人那樣， 穿著寬鬆的褲子和長
套衫， 頭上寬鬆地披著一塊絲質的圍巾。 女性戴頭巾是一種政治宣言， 宗教或文化身分的
象征， 家庭榮譽的展示， 及得到安全和尊重的方式。 1
一位在倫敦受過教育的， 廿九歲的沙烏地阿拉伯女性說道：
西方人認為頭巾是壓迫、 阻礙或鎮壓女性的一種標記， 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錯
誤的。 對我而言， 我戴頭巾是因為它是我個人和宗教選擇的標誌。 因為我在西方生活
過， 看到了所有的腐敗和道德敗壞……， 現在我更加深信我們當地的傳統， 我更加離
不開它們。 我想保留我的阿拉伯-伊斯蘭身分， 對我而言， 這就是一種表示的方式。 2
1 Phil and Julie Parshall, Lifting the Veil: The World of Muslim Woman (Waynesboro, Ga: Gabriel Publishing, 2002), p. 58.
2 Mona Al Munajed, Women in Saudi Arabia Today (New Yourk: St. Martin Press, 1997), p.57.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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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The Holy Injil）

侵略戰爭。 現在被譯成「聖戰」（jihad）的伊斯蘭觀念， 恰巧為這種侵
略提供了一種宗教動機。 如馬哈茂德
對他自己的行為所作的解釋， 明確地
表明了這點。 他認為自己所從事的是
一場反對異教徒和偶像崇拜者的戰
爭。 他的行為讓他贏得了「馬哈茂
德， 偶像粉碎者」的稱號。 據說他曾
下令屠殺許多婆羅門教士。 他在土耳
其穆斯林入侵北印度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 就是人們經常認為是伊斯蘭教
在各地進軍的典型形象
拿刀
劍。 正是 為了 反對 這 個觀 點， 1913
年， 阿諾德（T. W. Arnold）在《伊斯
蘭教傳教史》（The Preaching of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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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一書中關於伊斯蘭教擴展的敘
述， 對此提供了極其寶貴的修正。

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穆斯林
與基督徒的關係

阿拉伯語聖經的封面

的居民志願成為穆斯林， 有時還要花
上幾個世紀的時間。 另一方面， 軍事
和政治擴展的背後， 哈里發們心裡的
動機就是最終要使這些人皈依伊斯蘭
教。 和其他任何朝代一樣， 士兵的心
裡所想的就是希望得到戰利品； 但穆
斯林征服軍的紀律相當嚴格， 嚴禁肆
意地進行毀壞活動。

5

4

第四個敘述， 提到十世紀對北印度的
征服戰， 由曼徹斯特大學比較宗教學的特
雷弗‧ 凌教授（Trevor Ling）所寫：
迦色尼的統治者馬哈茂德為了搶
奪旁遮普印度教廟宇中以黃金和寶石
所做成的財寶， 因而發動了一連串的

基督徒想必很容易就發現， 十字軍東
征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心中， 留下了極深的
傷痕。 儘管它們早在七百多年前就已結束，
但對許多穆斯林而言， 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近幾年發生的一些事件， 如魯西迪事件（Ru
shdie Affair）
、 波斯灣戰爭（Gulf War）、
波士尼亞衝突（Bosnian conflict）等等，
讓很多人感到十字軍東征從未結束過。 下
面茲列舉了一些關鍵事件及其發生時間：
1060 年

開始驅逐摩爾人出西班牙的

戰役。
1096-1291 年 十字軍東征。
1169 年

薩 拉 丁（Salah al-Din）從
基督徒手中佔領耶路撒冷。

第二課 伊斯蘭教的擴展

1206 年

穆斯林土耳其人入侵北印

1396 年

度； 在德里建立蘇丹政權。
1220-1249 年 在成吉思汗的統治下蒙古入

1453 年

1291 年

侵波斯； 巴格達遭摧毀。
阿卡（Acre）淪陷。

1390 年

馬 木 路 克 王 朝（Mamluk
Dynasty）在埃及建立； 開
羅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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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入侵東歐。
君士坦丁堡陷入奧斯曼土耳

其人手中。
1503-1722 年 薩非帝國統治波斯。
1512-1918 年 奧斯曼帝國； 以土耳其為中
心。
1526-1858 年 蒙兀兒帝國在北印度的統
治。

聖書
穆斯林把古蘭經和聖訓（Hadith）， 及妥拉（Torah， 即摩西五書）、 詩篇和福音書當
作是聖書。 古蘭經還肯定了這些早期經典的教義：
你說： 「我們確信真主， 確信我們所受的啟示， 與易卜拉欣、 易司馬儀、 易司哈
格、 葉爾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啟示， 與穆薩、 爾撒和眾先知所受賜於他們的主的經
典， 我們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 都不加以歧視， 我們只歸順他。 」（古蘭經三 84）
假若你懷疑我所降示你的經典， 你就問問那些常常誦讀在你之前所降示的天經的
人們。 從你的主發出的真理， 確已降臨你， 故你切莫居於懷疑者的行列。 （古蘭經十
94）
然而， 穆斯林卻不相信聖經， 因為他們認為聖經已經被敗壞了：
只為他們破壞盟約， 我棄絕了他們， 並使他們的心變成堅硬的； 他們篡改經文，
並拋棄自己所受的一部分勸戒。 除他們中的少數人外， 你常常發見他們奸詐， 故你當
饒恕他們， 原諒他們。 真主確是喜愛行善者的。 自稱基督教徒的人， 我曾與他們締
約， 但他們拋棄自己所受的一部分勸戒， 故我使他們互相仇恨， 至於復活日。 那時，
真主要把他們的行為告訴他們。 信奉天經的人啊！我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 他要為你
們闡明你們所隱諱的許多經文， 並放棄許多經文， 不加以揭發。 有一道光明， 和一部
明確的經典， 確已從真主降臨你們。 （古蘭經五 13-15）
然而， 穆斯林卻被鼓勵去親自讀一讀聖經：
你應當宣讀你的主所啟示你的經典， 他的言辭， 決不是任何人所能變更的。 你絕
不能發現一個隱避所。 （古蘭經十八 27）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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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在哪裡？

中亞

安納托利亞
波斯
馬格里布

西南亞

阿拉伯半島
薩赫勒

非洲之角

南亞
東南亞

© Caleb Project

東亞

北非

遠東、 次大陸、 近東、 中東， 所有這些名詞都曾用來指亞洲， 甚至是非洲的某一特定
地區。 但這些稱呼沒有為人普遍接受的含義， 而且經常給居住在上述地區的人帶來負面的
意義。 被標為「遠東」和「次大陸」的地方， 其實更應該稱為東亞和南亞。 然而， 「近
東」， 尤其是「中東」， 沒有一個確切的替代說法。
有時， 「近東」被說成是包括中亞（國名中帶有斯坦（-stan）尾字的國家）和伊朗
（波斯）。 有時伊朗、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被包括在「中東」的範圍之內， 雖然它們在語
言上、 歷史上和文化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北非在語言上的關係， 土耳其在歷史上的關
係（透過奧斯曼帝國）， 它們也被錯誤地標為「中東」的一部分， 儘管土耳其人（和伊朗
人）非常反對說自己是中東人。
現代的土耳其確實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理名詞： 安納托利亞（Anatolia）。 沙烏地阿
拉伯、 葉門和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也有個獨立的地理名詞： 阿拉伯半島。 像安納托利亞、
阿拉伯半島、 中亞、 北非和波斯這樣的說法， 才準確地描述出了這些地區的地理位置， 也
被其的居民所接受。 更新我們的術語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 西方人不再稱東南亞為「印
度支那」）。 雖然我們把伊拉克（古美所不達米亞）、 以色列、 約旦、 黎巴嫩、 巴勒斯坦
和敘利亞稱為「西南亞」似乎有些不妥， 但總比稱為「中東」要準確得多。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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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 年

擊退土耳其對馬爾他的進

意跨地中海的對峙已經有一千多年

1683 年

攻。
擊退土耳其對維也納的進

了， 但在他們眼裡， 也帶有一種不自
然的認同。
當西歐首次面臨穆斯林勢力的挑

攻。
凌教授只用了一句話， 就準確地總結
了十字軍東征所留下的後遺症： 「十字軍
東征的一個長期後果， 就是幾世代使基督
徒和穆斯林的關係惡化， 並且造成了雙方
對彼此的大量錯誤認知與誤解。 」6
同樣地， 胡蘭尼（Albert Hourani）也
談論到了許多世紀以來， 基督教世界與伊
斯蘭教世界之間的衝突所遺留下來的猜疑
和仇恨：
從聖戰、 十字軍東征和吉哈德，
很容易看出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歷
史關係。 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穆斯
林在基督教領土上的首次大擴展
敘利亞、 埃及、 北非、 西班牙和西西
里； 基督教的首次奪回之地
西班
牙、 西西里和聖地； 奧斯曼勢力在小
亞細亞和巴爾幹半島的擴展； 然後是
近兩個世紀歐洲勢力的擴展： 所有這
些過程均使雙方產生並持續了猜疑和
敵對的態度， 並且仍然加增中， 如果
不是造成憎恨的理由， 至少是一種可
以自我表白的語言。

7

戰時， 它並沒有真正瞭解它在和什麼
爭戰。 恐懼和無知的結合產生了各種
傳說， 有些是荒謬的， 但全部都是不
公平的。 8

歐洲的殖民主義和傳教運動
有些人無疑會反對將西方的殖民主義
與基督教的差傳使命聯繫在一起。 一方面
是傳教士， 另一方面是士兵、 商人和管理
者， 將兩者聯繫在一起會讓他們感覺不太
舒服。 然而， 從穆斯林世界的理解來看，
這兩種運動從根本上是來自相同的動機，
就是基督教的西方想控制世界的野心。
1757 年
1792 年

基督教界與伊斯蘭教界之間政治關係
的整個現實， 更沒有解釋基督徒對伊
斯蘭教的態度， 和穆斯林對基督教的
態度。 的確， 這兩個宗教社會帶敵

英國開始向印度擴展。
威廉克里開始在印度的差傳

工作。
拿破倫挺進埃及。
1805-1812 年 亨利馬丁（Henry Martyn ）
1798 年

1857 年
1910 年
1917 年

在印度和波斯宣教。
印度兵變， 獨立戰爭爆發。
愛丁堡宣教大會召開。
英國艾倫比將軍（General
Allenby）攻佔耶路撒冷。
奧斯曼土耳其人被擊敗。 奧

然而， 胡蘭尼繼續說明， 在西歐這兩
種信仰之間的關係
：
， 還要比這個更為複雜
但十字軍東征和聖戰並沒有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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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斯曼帝國宣告結束。
哈里發政權被阿塔圖克

1948 年

以色列國建立。

（Ataturk）廢除。
在歐洲和地中海， 穆斯林和基督徒的
關係經歷了幾個世紀的不愉快之後，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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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葉的殖民時代則進一步加劇了穆斯
林世界的危機。 此處， 克雷格解釋了兩個
世紀以來， 「基督教」帝國主義對穆斯林
世界意味著什麼：
伊斯蘭教主要生存於分布廣泛的
非穆斯林政府之下。 西方帝國主義的
控制基本上沒有影響到宗教方面。 它
並沒有關閉清真寺， 禁止齋戒月或朝
覲， 也沒有禁止這種信仰。 從所有這
些「宗教」標準（在 西方 人 眼 裡看
來）而言， 伊斯蘭教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 在政治方面， 穆斯林在許多領

域沒有自治權。 從伊斯蘭教的基本信
仰來說， 伊斯蘭教是必須要自治的。
從哈里發的歷史長河來看， 伊斯蘭教
一直都是統治者。 從聖遷以來， 伊斯
蘭教一直是政教合一的。
所以， 如果穆斯林沒有統治權，
無論在宗教實踐上有多麼自由， 也不
算有完整意義上的伊斯蘭教。 它處於
流亡狀態， 其困惑與痛苦在十九世紀
引起了許多爭論。 例如， 在印度， 伊
斯蘭教變得迷惘和蕭條。

9

聖愛
神賜下祂的兒子為全人類而死， 讓他們得著救恩， 這充分證明了全人類都是為神所愛
的人。 祂的聖愛（agape love）是無條件的愛， 是不要求回報， 也不期望回報的愛。 神的
愛促使我們用神在基督裡展現給我們的無私的愛來愛他人。
既然愛是一種選擇
一種行動（而非回應或影響）， 那麼我們就可以透過對穆斯林
鄰居的尊重來展現這種愛。 我們可以持不同於穆斯林的觀點， 但我們不應該藐視穆罕默
德、 伊斯蘭教義或其宗教領袖。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言語和行動（如問候、 稱呼和禮貌）來
表達我們對穆斯林朋友、 其文化和世界觀的尊重。 我們可以瞭解他們的獨特性。 只要不讓
政治、 宗教或種族問題阻擋我們的道路， 我們就可以找到建立彼此友好關係的橋樑。
儘管古蘭經說真主（神）是至善至慈的， 但許多穆斯林從根本上將真主看作是審判者
和君王。 結果， 伊斯蘭教成了一個充滿律法和制度的宗教。 穆斯林生活在擔心受怕當中，
不確定真主是否會看顧他們， 他們也渴望經歷祂慈愛的大恩典。 神的聖愛， 能為此敞開大
門。
聖靈能幫助我們有愛心。 祂內住力量的第一個果子就是聖愛（參加拉太書五 22-23），
是神愛我們的那種愛， 是讓我們能被世人認出來的那種愛（參約翰福音十三 35）。 懇求聖
靈激發你對穆斯林的特別的愛。 我們是耶穌的雙手和腳。 借著我們， 穆斯林就能夠經歷到
基督的愛。 我們若說我們愛神， 就必須像祂那樣去愛人。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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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改革與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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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卜開始的這個運動所產生的果效

在這種絕望與挫折的背景下， 我們就
可以瞭解以下伊斯蘭教改革和復興運動的

被凌教授概括如下： 「瓦哈卜運動向伊斯
蘭教內部敗壞的道德發起挑戰， 特別強調
穆斯林生活和思想方面道德因素的重要

九個領導人物的重要性了。 我們必須謹
記， 推動復興的動力有多少是來自外部的

性， 這些都產生了持久的作用， 以致於成
了後來無論是阿拉伯半島上或是穆斯林世

影響， 又有多少是來自內部的原因， 這往
往不是可以簡單下結論的。

界其他地方各種改革運動的一個普遍特

1. 瓦里
‧ 阿拉（Shah Wali Allah, 1702-1762）
。

3. 賽義德‧ 艾哈邁德‧ 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 生於德里， 對於現代

生於德里， 致力於印度之伊斯蘭教的復興。
對他來說， 這意味著要革除滲入伊斯蘭教
的印度教元素， 並鼓勵穆斯林看到穆斯林
政府將會再次登上歷史舞臺的希望。 在瓦
里‧ 阿拉的伊斯蘭教觀點中， 「一個廣泛
的人文主義的社會學基礎被籠罩上伊斯蘭
教的社會和經濟教義， 並冠以蘇非派的世
界觀」（拉赫曼〔Fazlur Rahman〕）。 巴
基斯坦歷史學家伊克蘭（S. M. Ikram）認
為， 「他對印度伊斯蘭教的宗教重建所作
的貢獻， 超過了任何其他人。 」10
2. 穆 罕 默 德‧ 阿 布 德 阿‧ 瓦 哈 卜（Muhammad Abd Al-Wahhab, 1703-1792）
。阿
拉伯酋長。 在伊拉克和波斯旅行多年之
後， 在四十歲那年回到阿拉伯半島， 開始
了淨化伊斯蘭教的運動。 他抨擊的目標
是： (1)民間伊斯蘭教方面， 如敬拜聖人，
到聖人的墳墓拜祭， 相信先知和聖人的代

徵。 」11

科學知識所採取的態度， 比起其他穆斯林
要積極得多， 認為現代科學知識完全可以
與伊斯蘭教相融合。 他也儘量使穆斯林同
胞們相信，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有許多共同
之處。 凌教授說： 「他在使印度穆斯林對
伊斯蘭宗教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有新的認
識， 起了極大的作用。 」12
4. 加馬爾丁‧ 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 他比較關注穆斯林
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反對外來因素對政
治、 文化和宗教領域的入侵。 為了聯合整
個穆斯林世界， 他成了號召建立伊斯蘭世
界統一國家的泛伊斯蘭教運動之領袖。
5. 穆罕默德‧ 阿卜杜（Muhammad Abduh,
1849-1905）。 是執教於開羅阿資哈爾大學
（Al-Azhar University）的埃及神學家， 對

求， 及他所認為是「迷信」的宗教形式；
(2)穆斯林當中道德標準的日益低下； (3)添
加進伊斯蘭基本信念的內容和來自蘇非

許多正統神學家的墨守成規和保守主義持

派、 哲學家和神學家的各種思想的做法。
他主張將古蘭經和聖行（Sunnah）作為伊

斯蘭教， 認為信仰和理智是協調一致的，
信仰和現代知識之間沒有必然的矛盾。 他

斯蘭教唯一可靠的來源依據， 並拒絕所有
其他後來的穆斯林經典。

希望在伊斯蘭律法的框架之間有更大的彈

批判態度， 認為他們的頭腦似乎與現代世
界完全隔絕。 他主張比較自由與開放的伊

性， 認為在某些情況下， 傳統的律法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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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律法取代， 因為新的律法才更適合現
實的社會背景。 然而， 他不準備應用現代
的批判思想來研究古蘭經。 他的教義在中
東興起了新的世俗的現代主義， 有些追隨
者呼籲政教分離。 同時， 阿卜杜的運動遭
到主張回歸古蘭經和聖訓教義的原教旨主
義群體的反對。

敏銳地察覺到穆斯林世界政治上、 文化上
和經濟上的蕭條， 因此和一些朋友宣誓團
結一起， 自稱為穆斯林兄弟會（Ikhwan alMuslimun）。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期間， 這個兄
弟會運動發展得非常迅速。 因為該組織主

6. 穆 罕 默 德‧ 伊 克 巴 爾（Muhammad

張以伊斯蘭律法為國家法律， 當時的政府
因此正式取締該組織。 在兄弟會的一名成

Iqbal, 1873-1938）。 擔任穆斯林聯盟的領
袖多年， 該運動創立於 1906 年， 旨在鼓舞

員刺殺了取締該運動的總理之後， 班納自
己也被祕密警察暗殺。 雖然兄弟會在一些

印度穆斯林的政治抱負。 從 1930 年起， 他
就主張在印度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

阿拉伯國家受到正式的查禁， 但仍然相當
活躍， 還繼續呼籲恢復伊斯蘭律法， 有時

家， 因著他的廣泛影響， 他被普遍認作是
「巴基斯坦國的精神奠基者」13（他過世

則透過和平手段， 有時透過革命和暴力來
實現他們的理念。

九年之後， 巴基斯坦獲得獨立。 ）在談論
到伊斯蘭律法時， 他認為需要以一種激進

9. 阿亞圖拉‧ 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1900-1989）。 出生於父親和祖
父都是宗教學者的宗教世家。 十九歲的時

的方式來解釋律法。 他同時也是知名的詩
人和哲學家。

候就開始在什葉派學者的指導下學習宗教

7. 毛拉納‧ 艾布‧ 毛杜迪（Mawlana Abu
al-Ala Mawdudi, 1903-1979）。 他是位記

科學， 大部分是在德黑蘭南部的聖城庫姆
（Qom）。 老師和同事很快地便注意到

者， 而且是自學成才的伊斯蘭學者， 於
1941 年創辦了稱作伊斯蘭促進會（Jamaat-I

他， 因為他能將極深奧的靈性和神祕主義
與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強烈關注相結合。

Islami）的組織。 雖然他起初反對建立獨
立的穆斯林國家， 但 1947 年當巴基斯坦國

他相當反對伊朗的君主制， 視其為想
用文化、 社會和政治的力量來消滅伊斯蘭

成立的時候， 他的主要目標變成了「將巴
基斯坦政府徹底伊斯蘭化， 並且清除一切
西方道德、 精神和政治價值與實踐。 」14
8. 哈桑
‧ 班納（Hasan al-Banna, 1906-1979）
。

教的極權主義專政。 1943 年， 在他首次公
開駁斥政府之後， 因表達出其擁護者的心
聲， 因而成了受歡迎的領袖。 1963， 他抗
議一連串政府的措施， 認為這些措施將使

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一個小村莊裡長

國家陷入更深的外來影響， 因而被捕， 後
來又獲釋。

大， 從 畢 業 於 開 羅 阿 資 哈 爾 大 學（alAzhar University）的父親那裡學到許多伊

在土耳其、 伊拉克和法國流亡期間
（1964-1979）， 他的講道和演說透過伊

斯蘭教的知識。 當他在蘇伊士運河上的伊
斯梅利亞（Ismailiyya）當老師的時候， 他

朗清真寺的網絡而廣為散布， 傳播方式有
文字出版品及有聲書。 於是， 1979 年，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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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國王流亡國外後， 他返回德黑蘭時受到
了熱烈的歡迎。 1988 年， 《撒但詩篇》
（The Satanic Verses）一書出版幾個月之
後， 他在宗教裁決教令（fatwa）中宣布判
處該書的作者魯西迪（Salman Rushdie）
死刑。 直到 1989 年去世前， 他仍然是伊朗
伊斯蘭革命的領袖。
看過了以上對伊斯蘭教內部的復興與
改革運動的概述之後， 我們應能夠瞭解面
臨今天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問題了。
第二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Kenneth Cragg, The Call of the Minaret (London: Collins, 1986), p. 219.
2. Hammudah Abdalati, Islam in Focus (London:
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 198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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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revor Ling, A History of Religion Ea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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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bert Hourani,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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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及其知識的發展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大使館
伊斯蘭教是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宗
教， 因為拯救人類的根本上是對獨
一真主的認識， 結合信仰和對真主的完全
信靠。 古蘭經充滿著叫人使用其知識去思
考、 默想和瞭解的經文， 因為人類生命的
目標就是發現真理， 而這個真理不是別
的， 正是敬拜獨一的真主。
聖訓也有多處提到知識的重要性。 如
同 先 知 所 說 的， 「甚 至 在 中 國 尋 求 知
識」， 「從 搖 藍 到 墳 墓 都 不 斷 尋 求 知

識」， 及「確實， 有知識的人就是眾先知
的繼承人」， 一直迴響在伊斯蘭教的歷史
長河中， 它們激勵著穆斯林無論何時何地
都儘可能的尋求知識。 在其大部分歷史
中， 伊斯蘭文明可以說一直是真正注重知
識的見證。 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傳統的伊
斯蘭城市都擁有公立和私立的圖書館， 還
有一些城市如科爾多瓦和巴格達， 以擁有
四十萬藏書的圖書館而誇耀於世。 這些城
市也有書店， 有些書店販售大量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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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伊斯蘭社會中的學者總是受到人們
尊敬的原因。

對前伊斯蘭科學的同化
隨著伊斯蘭教向北傳播至敘利亞、 埃
及和波斯帝國， 它直接面臨了遺留在中心
城市的古希臘科學的衝擊。 現在這些城市
變成了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 幾個世紀以
來， 亞歷山大一度是主要的科學和學習中
心。 在亞歷山大培植出的希臘文化受到拜
占庭人的抵制， 他們在伊斯蘭教到來很久

是阿拉伯裔的基督徒， 如侯奈因‧ 伊本易
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 他還是一位
傑出的醫師。 還有一些翻譯家是波斯人，
如伊本穆格法（Ibn Muqaffa）， 他對開創
表達哲學和科學作品的阿拉伯新散文風格
起了主要的作用。 翻譯大運動從八世紀初
葉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末， 哈里發馬蒙
（al-Ma’mun）在九世紀初葉時建造的智
慧宮（Bayt al-Hikma）， 使該翻譯運動達
到了頂峰。
伊斯蘭社會面臨著各種古希臘哲學和

以前就焚毀了當地的圖書館。 然而， 亞歷
山大的學習傳統並沒有滅絕。 它被東部的

科學的挑戰。 為了用自己的語言和依照自
己的世界觀來瞭解和消化它們， 穆斯林便

基督徒轉移到了安提阿， 從那裡開始進一
步向更遠的東方傳播， 到達諸如奧德賽

廣泛動員， 致力於將大量的作品文獻翻譯
成阿拉伯語： 亞里斯多德及其學派的大多
數哲學和科學著作， 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

（Odessa， 黑 海 的 港 口 城 市）這 樣 的 城
市， 東部的基督徒與拜占庭完全對立， 他
們希望擁有自己獨立的學習中心。 而且，
波斯王沙普爾一世（Shapur I）將榮迪沙帕
爾（Jundishapur）建立成波斯的第二大學
習中心， 可以與安提阿媲美。 除了邀請在
敘利亞教授知識的基督徒學者和用巴拉維
語作為傳授語言的波斯人之外， 他甚至還
邀請印度的醫師和數學家到這個主要的學
習中心講學。
在倭馬亞王朝時期， 穆斯林建立起新

學派的許多作品， 及希臘天文學、 數學和
醫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如托勒密的天文學
大成， 歐幾里得原理， 希波克拉底和加倫
的著作）， 都被翻譯成了阿拉伯語。 此
外， 還從巴拉維語和梵語中翻譯了許多天
文學、 數學和醫學方面的重要著作。 結
果， 阿拉伯語成了許多世紀以來世界上最
重要的科學語言， 許多古希臘智慧和科學
也就是用這種語言保存下來的。
穆斯林並非出於擔心在政治或經濟上

的伊斯蘭秩序， 就將注意力轉移到這些保
留下來的的學習中心， 並設法熟悉這些學

受人支配， 而對其他文明的科學和哲學著
作進行翻譯， 而是因為伊斯蘭本身的結構

習中心所教導和培育的知識。 他們開始協
調一致地努力翻譯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哲

就是以知識為基礎。 他們也沒有把這些形
式的知識看作是「非伊斯蘭」的， 只要它

學和科學著作， 不但翻譯希臘語和敘利亞
語（東部基督徒學者所使用的語言）的著

們肯定真主唯一性的教義。 伊斯蘭教認為
每一個來自真主的真正啟示的中心， 就是

作， 並且還有巴拉維語（前伊斯蘭時代波
斯的學術語言）， 甚至是梵語（印度的古

真主的獨一性。 一旦這些科學和哲學承認
了獨一性原則， 穆斯林就會把它們當作是

典文學語言）。 許多頗富成就的翻譯家都

自己的。 穆斯林讓這些知識成為他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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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一部分， 並開始以他們所翻譯的、 分
析的、 批判的和吸收的知識為基礎， 培育
出伊斯蘭自己的科學， 並且抵制一切與伊
斯蘭看法不一致的事物。
© Caleb Project

數學科學
與獨一性教義的抽象特徵一致的數學
科學， 始終吸引著穆斯林。 數學科學在傳
統上包括天文學、 數學本身， 和許多今天
所稱的物理學。 在天文學方面， 穆斯林將
印度、 波斯、 古近東， 尤其是希臘的天文
學傳統整合成一體， 掀開了八世紀以來天
文學歷史嶄新的一頁。 托勒密（Ptolemy）

學習古蘭經的男孩

其他觀察者接手繼續完成。 馬蒙的天文表
（在巴格達的觀察）， 開羅的 Hakimite 天
文表， 扎卡里及其同事的托萊多天文表
（Toledan Tables）， 納速拉丁圖西的 Il-

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 有關天
文學、 地理學和數學方面的論文集， 西元

Khanid 天文表（在馬拉蓋的觀察）， 及烏

150 年）的英語名顯示出這個書名出自於

魯伯格（Ulugh-Beg）的天文表（在撒馬

拉丁文的阿拉伯語翻譯（源自阿拉伯語的

爾罕的觀察）， 這些都是伊斯蘭最著名的
天文表。 它們對西方的天文學發展發揮了

al-majisti， 意指最偉大）， 穆斯林對這本
文集進行過徹底的研究， 其行星理論受到
幾位伊斯蘭教東西方天文學家的評論， 使
得十三世紀的納速拉丁圖西（Nasir al-Din
al-Tusi）及其學生， 尤其是庫特卜丁謝拉
滋（Qutb al-Din al-Shirazi）對這個理論進
行大量的批判。
穆斯林也很仔細地觀察天空， 發現了
許多新星。 蘇非（Abd al-Rahman al-Sufi）
的天體論書籍被阿方索十世（Alfonso X el
Sabio）翻譯成了西班牙語， 這本書對歐洲
語言裡恆星的命名產生了極深的影響。 英
語中許多星體的名字起源於阿拉伯語， 如
畢 宿 五 星（Aldabaran， 源 自 阿 拉 伯 語

巨大的影響， 一直影響到泰戈布拉赫（Tycho Brahe）時代。 實際上， 穆斯林是首先
建造天文臺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人， 這第
一個天文臺就是圖西在波斯建造的馬拉蓋
天文臺（Maraghah）， 它成了後來歐洲天
文臺間接的模型。 穆斯林還發明了許多用
來觀察天相的天文儀器， 最著名的一件就
是星盤觀測儀（觀察天體的位置以測出其
海拔高度）。 伊本賽木哈（Ibn Samh）甚
至還完成了機械星盤的發明， 它可以說是
現代機械時鐘的鼻祖了。
天文學觀察也有其實際的應用， 如為

dabaran， 即跟著昴宿星轉）。 穆斯林從事
了許多新的觀察， 觀察結果記錄在稱作 zij

朝拜者找到了麥加的方向， 還有推算出了
年曆（almanacs， 這個字本身就出自於阿
拉伯語）。 穆斯林還將他們的天文學知識

的天文表裡。 其中最敏銳的一個觀察者就
是巴塔尼（al-Battani）。 他的工作被許多

應用到計時和曆法當中。 至今尚存最準確
的陽曆， 就是十二世紀在歐瑪爾海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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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algorithm）一詞仍然為英語所使用。
花拉子密還是第一個撰寫有關代數學
著作的人。 穆斯林在早期希臘和印度基本
代數學著作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一學科。
「代數學」（algebra）一詞正是取自於花
拉子密的）《代數學》（Kitab al-jabr wa’
lmuqabalah）之書名的開頭部分。 舒賈阿
（Abu Kamil al-Shuja’）用五個未知數討
論了代數的方程式問題。 這一學科在其他
人如卡拉吉（al-Karaji）的研究下得到進
一步的發展， 海亞姆（Khayyam）將其推
向了頂峰， 他將三次方程按種類和級別進
行了分類。
穆斯林在他們的藝術當中反映出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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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學成就， 也是勝人一籌的。 九世紀的班
努‧ 穆薩兄弟（Banu Musa）也許是第一
位 傑 出 的 穆 斯 林 幾 何 學 者（幾 何 學 專
土耳其紳士

家）。 他們同時代的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運用窮盡法， 為積分的發展奠定

（Omar Khayyam）指導下所發明的賈拉

了基礎。 許多穆斯林數學家如海亞姆和圖
西也研究過歐幾里得第五公式， 以及在歐

里曆法（Jalali calendar）， 波斯和阿富汗
仍然延用這種曆法。

幾里得幾何的範圍內證明這個公式的問題。
穆斯林發展的另一支數學分支就是三

至於數學方面的成就， 就像天文學一
樣， 受到來自古蘭經的直接推動力， 不但
因為古蘭經裡涉及了數學結構， 而且因為

角學， 比魯尼（al-Biruni）將之作為數學
的一個獨立分支而建立起這門學科。 穆斯

古蘭經裡所描繪的遺產法需要相當複雜的
數學公式來計算。 穆斯林在數學方面同樣
綜合了希臘和印度的數學成就。 第一位偉
大的穆斯林數學家就是九世紀的花拉子密
（al-Khwarazmi）。 他寫了一部算術方面
的專著， 其拉丁文譯本將我們熟悉的阿拉
伯數字帶到了西方。 直至今天， 源自他的
名字的一個字「guarismo」， 在西班牙語裡
的意思就是數位或阿拉伯數字， 而「演算

林數學家， 特別是巴塔尼（al-Battani）、
阿卜爾維法（Abu’l-Wafa）、 伊本尤努斯
（Ibn Yunus）和伊本海賽姆（Ibn al-Haytham）還發展出球面天文學， 並將其應用
到天文學問題的解決當中。
穆 斯 林 熱 衷 於 研 究 幻 方（magic
square）和親和數（amicable numbers），
這些研究使得他們發展出數論（theory of
numbers）。 胡 堅 迪（Al-Khujandi）發 現
了費馬定理（Fermat’s theorem）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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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立方不可能拆成兩個數的立方和」的

物 線 運 動 理 論（theory of projectile mo-

一個特例。 卡拉吉（al-Karaji）分析了算
術和幾何級數， 比如 13 + 23 + 33 +…+ n3 =

tion）， 並試圖量化這種運動。 伊本西納
（Ibn Sina）、 巴 格 達 迪（Abu’l-Barakat

（1 + 2 + 3 +…+ n）2。 比魯尼也研究過級

al-Baghdadi）、 伊本巴哲（Ibn Bajjah）和
其他一些人的評論， 而促使導致了衝量和

數， 而卡尚尼（Ghiyath al-Din Jamshid alKashani）則將數論在穆斯林當中的研究帶
到了頂峰。

動量思想的發展， 在西方直至伽利略早期
作品對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批判中發揮了

物理學

重要的作用。 第三個領域就是光學領域，
伊斯蘭科學在這一領域造就了在托勒密和

在物理學方面， 穆斯林的貢獻特別表
現在三個領域。 第一個就是繼阿基米德
（Archimedes）之後， 對物體比重的測量
和杠桿平衡的研究。 在這個領域， 比魯尼
和哈滋尼（al-Khazini）的著作出類拔萃。
第二個領域是他們批判了亞里斯多德的拋

維 特 絡（Witelo）之 間 最 偉 大 的 光 學 大
師， 就是十一世紀的伊本哈森（Ibn al-Haytham， 拉丁文稱作 Alhazen）。 哈森在光
學方面的主要著作《Kitab al-manazir》，
就 是 在 西 方 廣 為 人 知 的《光 學 辭 典》
（Thesaurus optics）一書。 哈森解決了許

「我必須思考永生的問題」
穆拉特（Murat）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穆斯林家庭。 年輕的時候， 他與一些外國基
督徒一起踢足球， 後來開始和他們一起學習聖經。 當穆拉特病重住院的時候， 他的基督徒
朋友去探望他。 穆拉特說： 「他們奉耶穌的名為我禱告時， 我便得著釋放。 我仍然喜歡伊
斯蘭教， 但我看到了耶穌之名的大能。 」
雖然穆拉特開始在對基督的瞭解中成長並歸信了基督， 但當他父親過世時， 他卻經歷
了很大的波折。 身為兒子， 他對家庭的責任就是完成盛大的當地伊斯蘭葬禮。 住在家裡，
他面對著只能按伊斯蘭教的教導去行事的巨大壓力。 穆拉特的寡母反對他繼續敬拜基督，
而他又想做些讓他母親高興的事。 他知道母親比自己聰明。 早在幾年前， 她便警戒過他不
要娶他所愛的那位同學為妻， 但他沒有聽勸， 後來他們的婚姻以離婚告終。 現在， 她告訴
他不要跟隨基督。
至終， 穆拉特領悟到他必須跟隨基督， 即使那樣做意味著會給他的家庭帶來痛苦和麻
煩。 「如果我按我母親的方式去做， 會讓她感到高興， 但我卻會下地獄。 我必須思考永恆
的問題。 我可以這輩子聽她的話， 但我的永生要怎麼辦呢？」
摘自： Marti Smith, www.takeit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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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時候， 確切地說， 是隨著塔百里
（Ali ibn Rabban al-Tabari）的綱要書《智
慧樂園》（Firdaws al-hikmah）一書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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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伊斯蘭的醫藥技術開始嶄露頭角。 塔
百里將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ic）和伽
林式（Galenic）的醫學傳統與印度和波斯
建於 1916-1936 之間的烏茲別克斯坦的宗教學校（Shir
Dar Madrasa）

多的光學現象（其中一個是以他的名字來
命名的）， 研究了透鏡的性質， 發現了暗
箱的針孔成像現象， 正確地解釋了視覺過
程， 研究了眼睛的結構， 並首次解釋了為
什麼太陽和月亮在地平線上看起來會更大
一些。 兩個世紀後， 庫特卜丁謝拉滋和卡
馬爾（Kamal al-Din al-Farisi）又繼續了此
對光學的研究。 庫布是第一個對彩虹的形
成原因作出正確解釋的人。
必須提醒的一點是， 如同許多其他的
科學領域一樣， 在物理學方面， 穆斯林也
會透過各種觀察、 測量和實驗以研究問
題。 他們發展出了後來所謂的實驗方法，
這點必須予以肯定。

醫藥科學

的醫學傳統作結合。 他的學生拉奇（Muhammad ibn Zakariyya al-Razi）是強調臨
床醫學和觀察的最偉大醫師之一。 他是診
斷學、 身心醫學和解剖學大師。 他是第一
個診斷出並能治癒天花的人， 第一個使用
酒精作為消毒劑的人， 第一個將汞作為腹
瀉 劑 來 使 用 的 人。 他 的《醫 學 集 成》
（Kitab al-hawi）一書是伊斯蘭醫學史上
最長的著作， 直到十八世紀， 西方一直將
他視作醫學權威。
然而， 所有穆斯林醫師中最偉大的一
位當屬伊本西納（Ibn Sina）， 他在西方被
譽為「醫學之王」。 他的主要巨作《醫
典》（al-Qanun fi’l-tibb）集結了所有伊斯
蘭的醫學， 成為歷史上所有醫學經典中最
著名的一部。 在歐洲近六個世紀以來， 成
為解決醫學問題的最具決定性的權威之
作， 在仍然保留伊斯蘭醫學的地方如巴基
斯坦和印度， 仍然作為使用的教科書。 伊

先知的聖訓包含許多有關健康及飲食

本西納發現了許多藥物， 確診並治癒了諸
如腦膜炎等諸多疾病。 但他最偉大的貢獻

習慣的教導， 這些成了後來人們所熟悉的
先知醫學（al-tibb al-nabawi）的基礎。 因

是在他於醫學哲學領域的造詣。 他創造出
一種醫學體系， 在這種體系裡面， 醫療實

為在伊斯蘭教中非常注重身體的健康和衛

踐得以實施， 身體和心理因素、 藥物、 飲
食等都被有效地結合。

生， 所以在伊斯蘭早期的歷史中， 穆斯林
就開始致力於醫藥領域的探索。 他們再次
借鑒了希臘、 波斯和印度的一切可以得到
的醫學知識。 起初， 穆斯林當中的一些偉
大的醫師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但是到了九

在伊本西納之後， 伊斯蘭醫學分成了
幾個分支。 在阿拉伯世界當中， 埃及仍然
是醫學研究的主要中心， 特別是在眼科醫
學方面， 在哈基姆（al-Hakim）執政期間

第二課 伊斯蘭教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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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了醫學頂峰。 開羅擁有最好的醫院，
醫院還從其他地方請來醫生， 包括著名

（Maghreb）地區最傑出的臨床醫師。 知
名的西班牙哲學家伊本圖非勒（Ibn Tu-

《健康日曆》（Calendar of Health）的作

fayl）和伊本路西德（Ibn Rushd）同樣也

者伊本巴特蘭（Ibn Butlan）， 還有伊本那

是卓越的醫師。
在伊本西納的影響下， 伊斯蘭醫學繼

菲斯（Ibn Nafis）， 他提出了血液小迴圈
（肺循環）理論， 比被普遍認為是這一理

續在波斯和伊斯蘭世界的其他東方國家進

論發現者的邁克爾‧ 賽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 西班牙人， 1511-1553）早了很

一步發展， 出現了許多波斯醫學概要， 如
朱 爾 加 尼（Sharaf al-Din al-Jurjani）的

多年。
西方的伊斯蘭教國家包括西班牙， 受

《醫學寶庫》（Treasury）， 法赫爾丁拉
齊（Fakhr al-Din al-Razi）和庫特卜丁謝拉

惠於一些傑出醫術家的出現， 如哥多華
（Cordoba）的艾卡迪比（Sa’d al-Katib）

滋的《醫典註釋》（Canon）。 甚至在蒙
古入侵之後， 醫學的研究仍然持續著， 這

寫了一部婦科醫學的論著和外科學方面最

可 以 從 法 德 拉 拉（Rashid al-Din Fadlal-

偉大的穆斯林醫生， 十二世紀的扎哈拉維
（Abul-Qasim al-Zahrawi）的 醫 學 名 著

lah）的著作裡看出。 並第一次出現有關中
國醫學的翻譯書籍， 且在穆斯林當中顯示

《醫學手冊》（Kitab al-tasrif）， 即為西
方人廣為所知的《Concessio》。 我們還必

出對針灸療法的興趣。 伊斯蘭醫學傳統在
薩非（Safavid）時期大舉復興， 當時有幾

須提到的有出了好幾位傑出醫師的伊本祖
爾家族（Ibn Zuhr）和馬立克（Abu Ma-

種疾病如百日咳， 都是第一次被診斷出和
治癒， 而且也開始了對藥理學的極大關

rwan ‘Abd al-Malik）， 他 是 馬 格 里 布

注。 許多波斯的醫生如設拉子（Shiraz）

引文
艾布‧ 伯克爾說話的時候， 烏馬爾坐了下來。 伯克爾讚頌榮耀真主， 說道： 「毫無疑
問！無論何人敬拜的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已死； 但無論何人敬拜的是安拉， 安拉是活著
的， 且永遠不死。 」
Sahih Bukhari, The Collection of Hadith, trans. M. Mubsin Khan; vol. 1, bk. 57, no. 19. Narrated by Aisha.
「蘇丹的頭巾好過主教的帽子。 」（引自十字軍東征時期， 一位東正教教會領袖的
話）。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君士坦丁堡的沒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歷
史創造者》（History Makers）。 （London: Marshall Cavendish, Sidgwick & Jackson, 1969）,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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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醫學著作也經常關
注藥理學的重要性， 許多重要的
著作如《醫典》， 包含有專門研
究這一主題的書籍。 穆斯林不但
是諸如迪奧斯寇里斯（Dioscorides）著作中所包含的希臘藥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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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繼承人， 而且是波斯和印
度廣博草藥藥典的繼承人。 他們

在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牧羊

地區的馬可（Ayn al-Murk）， 也在那時去
了印度行醫， 在這個次大陸上開創了伊斯
蘭醫學的黃金時代， 也種下了伊斯蘭傳統
醫學的種子， 這顆種子在這塊土地上至今
依然生機盎然。
在繼承伊本西納醫學的基礎上， 奧斯
曼帝國世界也是醫學活動的大舞臺。 奧斯
曼土耳其人因為建造了大型醫院和醫學中
心而特別聞名。 這些醫療機構不但有治療
身體疾病的病房， 而且還有治療心理疾病
的病房。 奧斯曼人還是首先受到現代歐洲
醫學影響的人， 不只在醫藥學方面， 而且
還在藥理學方面都廣受影響。
說到伊斯蘭醫院， 有必要指出的是，
所有伊斯蘭主要的城市都有醫院。 像巴格
達這樣的一些城市中的醫院是教學醫院，

研究了許多藥物， 尤其是草藥的
醫學效用。 在醫藥領域貢獻最大
的 是 來 自 於 馬 格 里 布（Maghrebi）的科學家， 如伊本鳩勒鳩
勒（Ibn Juljul）、 伊本艾薩爾特（Ibn alSalt）和穆斯林藥理學的奠基人
， 十二世紀
的科學家伽菲奇（al-Ghafiqi）的著作《簡
易藥物學》（Book of Simple Drugs）一書
對穆斯林所熟識的植物之醫藥特徵描述得
最好。 伊斯蘭醫學將藥物的使用與日常的
飲食有效地結合。 按照伊斯蘭教義發展而
來的整個生活方式就是綜合了這些方面，
儘管現代醫學被引入大部分的伊斯蘭世
界， 但它至今仍沒有滅絕。

博物學和地理學
伊斯蘭世界的廣泛擴展， 使穆斯林的
博物學得到發展。 其研究不僅基於地中海
世界， 如希臘的自然歷史學家， 而且還包

而有些醫院如開羅的納斯里（Nasiri）醫

括大部分的歐亞地區甚至非洲。 將各地礦
產、 植物和動物的知識結合， 最遠至馬來

院卻有數千張病床， 幾乎能治療任何類型
的疾病。 這些醫院均非常注重衛生， 拉齊

世界（將印度洋和太平洋隔開， 延伸至澳
洲的東南亞群島）。 伊本西納在他的《醫

（al-Razi）還寫了一本關於醫院衛生方面

療手冊》（Kitab al-Shifa）一書中第一次

的專論。 有些醫院還專攻某些特殊的疾
病， 包括心理疾病。 開羅甚至有專門治療

將它們結合起來。 諸如麻蘇迪（al-Mas’
udi）這樣的大博物學家， 便將自然歷史和

失眠症的醫院。

人類歷史融合一起。 比魯尼在研究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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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 致力於博物學和該地區地質學方面
的研究， 正確地描述了恆河盆地的沉積性
地貌。 他還寫過穆斯林當中最傑出的有關
礦物學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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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位就是易德里斯（Abu Abdallah alIdrisi, 1093-1154）， 他在西西里島羅傑二
世（Roger II）的宮廷裡工作， 將他的名著
《世 界 地 理》（Kitab al-rujari）獻 給 了

至於植物學方面， 最重要的專著寫於
十二世紀的西班牙， 就是伽菲其的著作。

他。 他的地圖是伊斯蘭科學史上最偉大的
成就之一。 實際上， 就是藉著穆斯林地理

這個時期也是著名的有關農業方面的阿拉

學者和航海家的幫助， 麥哲倫才能夠跨越
好望角進入印度洋。 甚至哥倫布在發現美

伯語《農業之書》（Kitab al-falahah）寫
成的時期。 穆斯林在動物學尤其是對馬的
研究方面顯示出極大的興趣， 賈瓦里其
（al-Jawaliqi）的經典著作可以為此作見
證。 他們還對獵鷹和其他捕獵鳥類有過研
究。 賈 希 滋（al-Jahiz）和 達 米 利（al-

洲大陸的時候
， 也用到了他們的地理知識。

化學
「alchemy」（煉 金 術）一 字， 還 有

Damiri）的著作在動物學領域特別有聲

其衍生字「chemistry」（化學）， 都是來
源於阿拉伯語 al-kimiya。 穆斯林精通亞歷

望， 對動物的研究有純粹動物學方面的，
也有涉及文學、 道德甚至神學層面的。 還

山大， 甚至某些中國元素的煉金術， 並且
在很早期的時候就造就了他們最偉大的煉

有 專 門 寫 奇 妙 創 造 的 書， 茲 維 尼（Abu

金家， 八世紀的查比爾‧ 伊本哈揚（Jabir
ibn Hayyan）。 若將煉金術的宇宙性和象

Yahya al-Qazwini）的《創造奇妙》（Aja’
同樣， 在地理學方面， 穆斯林將他們
的地平線延伸到了遠遠超過托勒密王朝的

徵性方面放到一邊毫不考慮， 我們可以斷
言是這種技術導致了不同物質的實驗法，
並且在拉齊的手中轉變成了化學學科。 直

地方。 因著陸地和航海旅行及伊斯蘭世界
統一的結構， 使得思想的交流變得容易，

至今日
， 某些化學儀器如蒸餾器（al-anbiq）
仍然承用它們原始的阿拉伯名字； 伊斯蘭

而且朝覲使來自伊斯蘭世界各地的朝覲者

煉金術裡的汞-硫理論（mercury-sulfur the-

聚集一起交流思想（除朝拜克爾白天房之

ory）， 仍然是化學中酸鹼理論（acid-base
theory）的 基 礎。 拉 齊 將 物 質 劃 分 成 動

ib al-makhluqat）也許是最著名的一部了。

外）， 這些因素使得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廣
泛地區的大量知識都彙集一起。 花拉子密
是九世紀穆斯林中該領域的奠基人， 從他
開始， 穆斯林地理學家開始研究除美洲以

物、 植物和礦物的理論仍然盛行， 伊斯蘭
煉金家和化學家所積累的大量有關物質的

外幾乎整個地球的地理。 他們將地球劃分
成傳統的七種氣候， 每種氣候都從地理學

知識， 在東方和西方都流行了幾個世紀。
例如， 伊斯蘭藝術中染料的使用， 從地毯
到繪畫或是製作玻璃， 都與這部分的知識

和氣候學角度來進行仔細的研究。 他們還
開始繪製地圖， 有些地圖顯示了非常準確

有很大的關係， 西方是完全照搬過來的，
因為在十一世紀之前還沒有將阿拉伯著作

的地貌特徵， 比如尼羅河的源頭， 西方在
很久之後才發現。 穆斯林地理學家中最重

翻譯成拉丁文， 煉金術並沒有在西方得到
研究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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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如從中國帶來的造紙術， 後來他們將
此技術又傳到了西方。 他們發展了許多以

技術
伊斯蘭教繼承了先前一千年各種技術
形式的經驗， 這些經驗來自進入了伊斯蘭
教的各族人民和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國
家。 大範圍的技術知識， 從羅馬人建造水
輪到波斯人的地下水系， 成了新秩序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穆斯林還從遠東引進某些

早期知識為基礎的技術， 如鑄造著名的大
馬士革劍（Damascene swords， 來自大馬
士革的有高度裝飾的金屬製品）， 這種技
術源於伊朗幾千年前的煉鋼技術。 同樣地，
穆斯林發展了新的圓屋頂建築技術、 通風
方法、 染色技術、 紡織技術、 灌溉技術和

神對穆斯林的應許
世界三大宗教

猶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其起源都可追溯至一位有強大信心的
人： 亞伯拉罕（來十一 11、 17-19）。 神與亞伯拉罕立了一個約， 應許賜福於他的子孫和
世上所有由他而生的萬族（創十二 1-3， 十五 1-19）。 在新約中， 我們得知因著相信耶穌
基督， 我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加三 26-29）。 亞伯拉
罕在聖經中被稱為神的朋友（代下二十 7； 賽四一 8； 雅二 23）； 在伊斯蘭教中， 他同樣
有 Khalil Ullah（即至交； 古蘭經四 125）這個稱呼。 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半島各部落和穆斯
林至今追溯他們的祖先， 乃是亞伯拉罕與夏甲所生的兒子以實瑪利， 而不是亞伯拉罕與撒
拉所生的兒子以撒。
不幸的， 因著環境而使夏甲逃離了她的家， 但神對她有極大的憐憫。 當以實瑪利出生
的時候， 神應許夏甲說她的子孫將極其繁多， 不可勝數（創十六 9-11， 十七 20， 廿一
8-21， 廿五 13-16）。 今天有超過十億三千萬的穆斯林（每五人中就有一個）， 便視自己
為從她所出。
當夏甲哭喊的時候， 神給她的孩子取名以實瑪利， 就是神聽見的意思（創十六 11）。
並且， 「神保佑童子， 他就漸長」（創廿一 20）。 神與夏甲和以實瑪利的關係， 可說是神
對人類無限大愛的典型體現。 即使在今天， 神也沒有忘記千百萬的夏甲和以實瑪利的後
裔。 祂仍然垂聽他們的祈求。
以賽亞書（六十和六一章）描述了一幅壯觀的景象， 地上的萬民都聚集到天上： 「你
舉目向四方觀看。 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 」（六十 4）這節經文和許多其他經文都為我
們的穆斯林朋友應許了希望。 以實瑪利的兒子們將帶著他們的羊群來敬拜復活的基督：
「基達（阿拉伯沙漠的一個地方）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這裡， 尼拜約（以實瑪利的第一個
兒子）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壇上必蒙悅納。 」（六十 7）
改編自：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y to Muslims,
2001).www.mtmsims.org

第二課 伊斯蘭教的擴展

99

建築學
伊斯蘭文明的一個主要成就當屬建築
學領域， 它將建築工藝和審美藝術完美地
結合。 伊斯蘭建築學上的偉大傑作
從
科爾多瓦大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聖岩圓頂
寺， 到印度的泰姬陵， 均充分展現出伊斯
蘭藝術原理和非凡建築技術的完美搭配。
西方許多傑出的中世紀建築， 事實上要歸
功於伊斯蘭的建築工藝。 當你看到巴黎聖
母院或其他哥德式大教堂的時候， 你就會
想起穆斯林的建造技術。 尖端拱門和內部
庭院等等許多這些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
的歐洲建築， 會提醒觀看者想起它們最初
的原型是來自於伊斯蘭教的建築。 實際
© Caleb Project

上， 偉大的中世紀歐洲建築傳統是與伊斯
蘭世界最直接相關的一個西方文明元素。
伊斯蘭建築的魅力可以在摩爾人（Moor建於西元 786 年的哥多華大清真寺（La Mezquita de
Cordoba）

ish）風格的建築中體會到， 這些摩爾式建
築無論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 或是在美
國西南部都能看到。

眾多其他的應用科學， 有些還延用至今。
總之， 伊斯蘭文明強調人與自然的和

伊斯蘭科學和文化對西方的影響

諧， 如同我們在伊斯蘭城市的傳統設計上
所能看到的， 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元素和

一百多年歷史的摩洛哥的伊斯蘭斐茲大學

力量， 人類則順應自然而不是逆著自然來
和諧地創建。 有些穆斯林的技術工藝如一

（University of Fez）， 也 就 是 知 名 的
Qarawiyyin。 伊斯蘭文化透過西班牙大大

千多年屹立不倒的大壩， 抗地震的圓頂
屋， 均展現了冶金技術之高超的煉鋼術，

地影響著西方， 因為居住在那裡的穆斯
林、 基督徒和猶太教徒， 在許多個世紀中

並證明穆斯林在許多技術領域取得了不同

大部分時候都和平共處。 十一世紀開始，
伊斯蘭作品被翻譯成拉丁文， 主要在托萊

凡響的成就。 事實上， 十字軍在其試圖佔
領聖地的時候， 正是這種高超的技術首先
為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許多技術還被十
字軍帶到了歐洲的其他地方。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應該是具有一千

多（Teledo）進行這種工作， 翻譯的人通
常是猶太學者， 他們能讀懂阿拉伯語而且
通常還能寫阿拉伯語。 因著這些翻譯作
品， 使得西方得以瞭解伊斯蘭思想， 又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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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伊斯蘭思想瞭解了希臘思想， 西方的學
習學派（schools of learning）也開始百花

文學上還是建築上。 如此一來， 伊斯蘭文
化成了西方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儘管

爭豔。 甚至伊斯蘭的教育體制也被歐洲仿
效。 直至今日， 大學裡的職位「chair」一

在文藝復興到來的時候， 西方不但推翻了
自己中世紀的歷史， 還試圖不承認它與伊

詞反映了阿拉伯語 kusi（字面意思是座

斯蘭世界所長期共處的關係； 而這種關係
是基於文化方面的尊重， 而不在於宗教上

椅）的意思， 那是供伊斯蘭大學裡老師教
學生時坐的。 隨著歐洲文明的發展並在中

的對立。

世紀達到巔峰， 伊斯蘭教的影響在文化領
域或藝術形式裡幾乎無所不在， 無論是在

第二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十字軍東征的恐怖行動
克里斯多福‧ 卡瑟伍德（Christopher Catherwood）
十字軍東征（Crusades）這一歷史
事件無論公平與否， 至今仍傷害著
我們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 同時， 它也被
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廣泛用於他
1998 和 2001 年的反西方激烈演說裡。

認為稱作運動、 征戰或聖戰（crusade）的
這個詞， 不論是用在福音事工或支持社會
活動， 都具有親善和完全積極的意義。 所
有有識之士都會同意這一點。

我在 1980 年所寫有關名佈道家葛培理

然而， 我們看到賓拉登指控西方為十
字軍（並在伊斯蘭世界贏得了廣大的民眾

（Billy Graham）的書時， 他盛情地邀請
我參與他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團

的支持）， 十字軍東征一詞， 在穆斯林世
界有完全相反的含意， 是極度邪惡的事

隊活動一個星期。 他在那裡積極與當地教
會一起合作佈道。 這個活動的名稱是什麼
呢？佛 羅 里 達 中 部 佈 道 運 動（Central

件。 它代表了西方的背信和邪惡。 殘酷的
事實是： 當我們正視十字軍的所作所為
時， 我們不得不承認， 賓拉登和願意與基

Florida Crusade）。 英國有一個非常活躍
的超宗派青年團體， 多年來稱作十字軍

督徒友好對話的穆斯林溫和派， 其實並沒
有錯。

（Crusaders）。 當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要
處理毒品氾濫社會的嚴重問題時， 這些政

中世紀大屠殺的最惡例證之一， 是十
二世紀的蒙古人侵略。 在蒙古人征服大部

府運動的名稱是什麼呢？反毒品運動（A

分的歐亞大陸時， 成千上萬的無辜者被殺。
我們今天再回顧時， 會覺得很恐怖。 他們

crusade against drugs）這些都顯示， 在西
方， 無論在基督教或非宗教圈子， 普遍皆

的後代也是如此， 如著名的中國皇帝忽必

卡瑟伍德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 同時也是位作家。
改編自 Christopher Catherwood, Christians, Muslims, and Islamic Rag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pp. 39-52www.
zondervan.com.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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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Emperor Kublai Khan）或印度的蒙兀
兒（Mughal）皇帝阿克巴（Akbar）。 但
當我們看到十字軍在幾個世紀前如何侵略
聖地時， 就會發現他們與幾代人之後遊牧
蒙古人的侵略， 並沒有什麼兩樣。 甚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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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譴責。 當美國前總統布希（Bush）在
2001 年對阿富汗進行報復性攻打時， 賓拉
登和其他人就馬上向其穆斯林追隨者將此
描繪成是基督教對抗伊斯蘭教的十字軍運

西方的目擊者都談到耶路撒冷被十字軍奪

動， 而布希就是十字軍的首領。 隨著最後
一座巴勒斯坦拉丁大城阿卡（Acre）的陷

取後血流成河， （基督教騎士見人就殺，
包括穆斯林、 猶太人、 當地的阿拉伯基督

落， 十字軍已在 1291 年離開聖地； 但這中
世紀基督徒暴行的記憶， 卻一直持續到七

徒， 男人、 女人， 甚至小孩。 ）這是一個
慘絕人寰的屠殺， 而且還是在「奪回聖

百年後的今天。

地， 回歸基督」的口號下所進行的。 不論
穆斯林在第七世紀的攻佔怎麼不對， 沒有

西方仍受譴責

任何穆斯林軍隊的暴行達到類似十字軍隊

所以， 今天當穆斯林就十字軍東征時
代所發生的事件來攻擊西方人時， 他們在

的程度。 當庫德族（Kurdish）穆斯林王子
薩拉丁（Saladin）再次為伊斯蘭教奪回耶

史實上其實是對的。 但我們可以真誠地
說， 十字軍重新佔領耶路撒冷， 並非十二

路撒冷時， 他很謹慎地不傷害到所有的居
民， 不論是基督徒與否， 當地的阿拉伯基

世紀唯一的十字軍東征。 我們以為中世紀
的十字軍東征， 只是單純地欲對抗穆斯

督徒和猶太人得以在此之後， 世代和平地
居住在聖地。

林， 其實不然。 亞爾比根教派十字軍東征
（Albigensian Crusade）發 生 在 法 國 南

當然， 這與西方從小就學到的浪漫故
事截然不同。 雖然「獅心王理察」（King

部， 是為了對抗法國人的異端。 在十一、
十二世紀時， 很多歐洲人
地中海法國

Richard the Lionheart）不論在人格或道德

的卡塔爾（Cathars）人和巴爾幹地區的鮑

上， 都是英國最討厭及殘暴的君王； 但後
人於今天所記念的， 卻是他在十字軍東征

格米派異端（Bogomils）， 支持一種古摩
尼 教（ancient Manichaean religion）。 北

時的勇敢及他對音樂的貢獻。 在羅賓遜
（Robin Hood）的故事中， 他被看作是英

方的法國十字軍透過亞爾比根教派十字軍

雄、 是好皇帝， 而不是事實上的無庸置疑
的精神病患者。
不幸的是， 是教皇發動了歷時兩個世
紀（十一至十三）的十字軍東征， 對抗巴
勒斯坦的伊斯蘭教統治。 他假借神的名為
由， 因此聚集民眾的口號是， 「神的旨
意！」（God wills it 〔Deus lo veult〕!）

東征， 摧毀了卡塔爾人的宗教。 他們的殘
酷與暴行與十一世紀十字軍在聖地和埃及
屠殺猶太人、 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相
比， 一樣令人髮指。
換句話說， 十字軍並非特別憎恨穆斯
林； 他們對待任何人都一樣野蠻。 這不是
為耶路撒冷的十字軍辯護， 而是要指出當

雖然今天的基督徒絕不會以基督的名義寬

時的歐洲戰爭都非常血腥。 因此我們也可
以說， 它們都完全不符合基督的教導。 基

恕這種暴力， 但後人還是背負著這些歷史

督 教「正 義 戰 爭 理 論」（just war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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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在這血腥年代之後發展起來， 到中世
紀末更清楚地表明不能蓄意濫殺百姓。 所

許多國家就像希臘一樣， 忍受了穆斯
林奧斯曼人將近五百年的統治， 一些當今

以我們不能也不應為十字軍的暴行辯護，
無論這暴行是發生在中東或法國南部。

東正教徒居住的東歐地區， 甚至是在伊斯
蘭的統治下進入了二十世紀。 由於中世紀

這裡也值得指出一個同等重要的神學
問題。 西方作家指出十字軍的所作所為，
只是為了要重新奪回在伊斯蘭的侵略時所
失去， 即原本屬於基督教的土地。 這是事
實， 但情況卻要更為複雜些。

十字軍令人痛苦的回憶
當教皇若望‧ 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 2000 年的禧年慶典朝聖時， 他

的教皇往往不同情拜占庭東正教國家， 因
此西方天主教國家經常遲遲不去援助他們
對抗穆斯林的侵略。 所以在 2000 年， 希臘
東正教正是因這種行為， 或者也可以說是
因六個世紀前教皇完全不行動的失職， 而
譴責當今的教皇。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件， 這些抗
議者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 十字軍對拜占

不但要為著十字軍東征， 向他所訪問的阿
拉伯國家道歉， 甚至還要為此在希臘道

庭帝國的摧毀， 導致了伊斯蘭在巴爾幹統
治了幾個世紀。 在九○年代， 這個地區發
生了很多不滿和大量流血事件。 為了要報

歉。 1 他在那裡的訪問遭到希臘東正教抗
議者的強烈抗議示威， 因為他們也有十字

復十四和十五世紀的穆斯林侵略， 成千無
辜的歐洲波士尼亞穆斯林被塞爾維亞人屠

軍所留下的痛苦回憶， 所以情有可原。
1204 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原本應該從

殺。 七千波士尼亞男人被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趕盡殺

新伊斯蘭教的統治者手中奪回耶路撒冷。
但因為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的貪心， 他們

絕； 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也殘殺了阿米
契（Ahmici）村莊的居民。 2

反而攻佔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此外， 耶路撒冷在 638 年淪陷之前，
聖地原本屬拜占庭王朝而非西歐人。 所

（Constantinople）。 新 拉 丁 帝 國 好 景 不
常， 拜占庭皇帝在 1261 年又重返舊都。 但
十字軍對物資的貪婪， 致命地削弱了這個
曾經強大的超級基督教國家， 它六百年來
猶如壁壘對抗了伊斯蘭對東歐的侵略。
拜占庭王朝始終未能完全從第四次東
征中復原， 到 1453 年就完全滅亡了。 君士
坦丁堡更名為伊斯坦堡（Istanbul）， 成為
新 的 伊 斯 蘭 奧 斯 曼 帝 國（Ottoman Empire）的首府。 至此， 奧斯曼人已幾乎佔
領了所有的舊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之領土， 並繼而奪取整個巴爾幹及
已屬伊斯蘭的中東、 阿拉伯半島和北非。

以， 雖然這地方是被重新佔領， 但卻不是
被以前的統治者奪回， 而是完全由外人，
即西歐的十字軍所奪去。 反對十字軍東征
的主要神學論據， 是以武力手段將耶路撒
冷重新奪回歸基督教統治， 因十字軍採用
的是伊斯蘭的擴張政策而非聖經的教導。

基督徒和穆斯林：
在彼此領土上的生活
在登山寶訓裡（馬太福音五章）， 基
督已經預言跟隨祂的人， 將會為了祂的緣
故而被迫害。 這預言在五旬節後就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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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並且直到今日仍然不斷地發生在無數
的基督徒身上。 神的國度就好像基督自己

害相比， 他們的這種一神論者身分就顯得
溫和多了。 誠如猶太作家貝特‧ 耶爾（Bat

所說的， 「不屬這世界」（約翰福音十八
36）。 這也是為什麼祂的門徒沒有爭鬥。

Ye’or）在他的《在伊斯蘭統治下的東基督
教之衰敗》（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

這是個關鍵主題， 也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最關鍵的區別。

tianity Under Islam）5 一書中所提到的， 這

我們需要明白的重點是， 基督徒不需
要有基督教的國度才能成為有果效及忠心的

會。 這和今天蓬勃發展的尼日利亞（Nigerian）教會大不相同， 他們與伊斯蘭教的

基督徒。 3 其實， 從初代教會最初幾個世紀
便可以看出， 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

接近非但沒有導致永久性的麻木不仁， 反
而使他們更有朝氣。 這裡強調的重點是，

1951 年， 所有在中國的宣教士被驅逐出
境， 官方也殘酷地迫害信徒， 但中國教會自

中東的阿拉伯人和科普特（Coptic）的基

那時以來的增長現象， 證明了以上這一點。
換句話說， 正如歷史學家柏納‧ 路易

顯然會導致教會成為具防衛性的內向型教

督徒， 以及那些沒有遭受逼迫的， 根本就
不需要靠基督教政權來倖存。 早期的基督

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傑作《哪裡出

教， 就算是在羅馬皇帝的殘酷迫害下也照
樣增長。 更精準地說， 基督教的增長和繁

了錯？》（What Went Wrong）4 中所指出

盛是不需要地方政府擁護的。

的， 對穆斯林而言， 這就全然不同了。 今
天上百萬的穆斯林居住在非伊斯蘭教國

十字軍的錯誤動機

家， 主要在西歐， 美國也相當多。 雖然相
較之下他們還是屬於少數， 但穆斯林神學
家曾經激烈地辯論他們是否應該居住在這

我們都知道基督在哪裡
在天上。
透過聖靈， 基督與祂的子民在一起， 不論
他們在哪裡。 神的子民就是祂普世性的教

些地區， 這也是伊斯蘭國家很久才決定在
西方建立永久性大使館的一個原因。 穆斯

會， 不論在哪個地區或國家。 穆斯林要向
著麥加祈禱， 一生中至少親身到麥加朝聖

林政教不分， 所以他們認為穆斯林所在地
的政府也必須是伊斯蘭信仰。

一次， 基督徒卻沒有類似的要求。 這不是
要貶低拜訪聖地的樂趣， 這包括耶穌曾經

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在西方的安達
盧 斯（El Andalus， 又 稱 摩 爾 人 西 班 牙

生活的地方、 所羅門的建築， 甚至今日以
色列時事。 但基督教不是地域的宗教， 而

Moorish Spain）， 或是在當時中東的不同
穆斯林國家， 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曾相對自

是屬靈關係的宗教。 我們在基督裡是合一
的。 當然， 如果能住在基督徒不受逼迫的

由地居住在伊斯蘭政權國家。 他們享受的
一神論者身分（稱作齊米， 即「順民」，

地方固然好， 但新約已經告訴我們， 基督
的跟隨者從一開始就經常要面對來自官方

dhimmi / protected monotheists）並沒有給

的敵視。 所以耶路撒冷被穆斯林統治真的
那麼重要嗎？誠然， 屬靈的答案肯定是：

予他們於我們現今所瞭解的完整公民權
力。 他們不能傳福音， 必須付額外的稅，
而且不能擔任領袖的職位。 但若與積極迫

不

神不受任何國家的統治所限制。 祂
不需要， 也從未需要政府同情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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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他們可以完成神的旨意。 但這不是十
字軍所相信的， 他們沒有正確地從神學上

們所傳揚的是福音的大好消息； 使徒行傳
也完全沒有提到武器。

瞭解有關神的教會的真正普世本質。
他們依稀知道就算是遠在塞外， 如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十字軍是使用穆
斯林的策略來對抗他們的伊斯蘭仇敵， 以

塞俄比亞（Ethiopia）和中國都有基督徒，
前者在基督教政府的統治下， 後者卻不

齊人之道還治齊人之身。 「你們在第七世
紀侵略了我們的領土， 我們就在十一世紀

然。 但無論出於什麼意圖和目的， 基督教
對於十字軍而言只是地理實體， 也就是我

侵略你們的！」因此儘管閱讀中世紀的冒

們今天所謂的基督教國（Christendom），
是指在教皇精神統治下的西歐。 6 所以聖
地照理來說， 也需要在基督徒的管轄之
下， 特別是要在心靈上順服教皇的基督徒
的管轄之下， 因為他們視東正教徒為異
端。 中世紀教會有太多的聖地和崇敬的地
點， 今天的天主教會亦然， 如法國的路德
（Lourdes）和西班牙的聖地牙哥‧ 德‧ 孔

險故事很有趣， 但在為十字軍王國失去海
外領土而感到悲哀時， 我們絕對不能對十
字軍東征的失敗有任何屬靈上的惋惜。 與
穆斯林討論有關十字軍東征時， 我們應該
堅定但有技巧地指出這一點。 那麼， 穆斯
林征服中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論時間，
十字軍的勝利只是短暫的。 不算十字軍的
插曲， 伊斯蘭在該地區的治理從 638 年一
直到 1917 年， 總共延續了超過一千兩百年

波斯特拉（Santiago di Cornpostela）， 至
今還是有為數不少的人去朝聖。

之久。 但他們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都
是軍事侵略。 真正的區別是， 十字軍的所

十字軍東征與聖戰

作所為完全違背了他們信仰的原則。
只因為十字軍聲稱他們是基督徒

除了敬畏耶穌曾去過的地方遠超過敬
畏耶穌本身， 十字軍還犯了另一個嚴重的
錯誤。 就是使用軍事武力
基督徒的聖
戰或十字軍東征。 這是完全不符合基督教
信仰的教導。 我們爭戰的兵器是屬靈的，
而不是屬血氣的， 因為我們打的是屬靈的
戰役（參哥林多後書十 4； 以弗所書六
12）。 流血是加以懲罰殉道者的， 卻不該
是由揮動刀劍的基督徒所造成的。 那麼，
這個觀念是從何而來？這是穆斯林聖戰，
也就是第七世紀時幾乎橫掃整個世界的伊
斯蘭聖戰的中世紀西方版本。 軍事的聖
戰， 有 時 稱 作「小 吉 哈 德」（lesser jihad， 意指指武力行為）， 這是個穆斯林概
念。 這肯定不是來自基督教。 早期的使徒

所以， 人們可能期待， 他們也可能真的較
不會使用暴力
但那並不表明我們要為他
們辯護。 今天的基督徒會不會為文藝復興時
代不道德的教宗家庭博基亞（Borgias）家
族辯護呢？這是一樣的原則。 我們要為耶穌
和基督教信仰辯護， 而不是為那些打著基督
旗號所行的， 違背聖經教導的殘暴行為辯
護。 從十一世紀的耶路撒冷直到二十世紀的
斯雷佈雷尼察（Srebrenica）
， 那些大屠殺可
能是自稱是基督徒的人為了對抗伊斯蘭的
侵入所為。 但邪惡就是邪惡， 如果是藉和
平之子基督之名所行的， 就更是如此。

十字軍東征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
路易斯在他許多的著作中指出， 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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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陷落法蘭克騎士（Frankish knights）
手中， 在當時並沒有引起穆斯林世界很大
的關注。 這地域後來被遜尼派（Sunni）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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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穆斯林失去了這一種的主動權。 可
以說， 在 1683 至 1699 年期間， 穆斯林就

治者 7 和分裂出去之埃及的什葉派法蒂瑪

已經失去了這種主動權。 西方因 1918 年奧
斯曼帝國的滅亡而成功地贏得了這種主動

王朝（Shi’i Fatimid Caliphate）所瓜分。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 就伊斯蘭內部的政治

權， 而且世俗化的土耳其人凱末爾‧ 阿塔
圖爾克（Kemal Ataturk）在 1924 年廢除了

權利鬥爭而言， 遜尼派穆斯林重新占領當
時為重要經濟和戰略中心的埃及， 比起十

哈里發國王的地位， 穆斯林這時才深感其
痛。 可以令人信服地說， 自 632 年穆斯林

字軍短暫統治耶路撒冷要重要得多。 8 除
此之外， 更為嚴重的是摩爾人的西班牙，

開始他們的侵略以來， 伊斯蘭政權一直掌
握進攻信仰基督教之國家的主動權直到

即安達盧斯（El Andalus）的失守。 經過
多年的拉鋸戰， 西班牙終於在 1492 年取得

1683 年， 那時入侵的奧斯曼軍隊未能佔領

完全勝利。 從來沒有人想到， 卡斯提爾
（Castile） 和阿拉貢（Aragon）的中世紀
伊比利亞（Iberian）王國之騎士們會去佔
領聖地，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在家鄉與
穆斯林的戰爭已經夠他們忙的了。
路易斯令人信服地提到十字軍真正的
重要性
； 自那時
， 其實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紀
以後， 穆斯林每談及此事都怒氣填胸。 為
了要與穆斯林討論十字軍東征， 讀大衛‧
佛羅姆金（David Fromkin）所著之有關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 英法兩國瓜分奧斯曼帝
國 的 暢 銷 書《終 結 所 有 和 平 的 和 平》

維也納， 後來又在 1699 年簽了合約， 同意
將領土還給西方。 也就是說， 伊斯蘭教具
有 1051 年的優勢。

11

至此之後， 從大約 1683 至 1917 年，
當英軍中東總司令艾倫比將軍（Lord Allenby）所率領的英國和澳洲軍隊佔領耶路
撒冷時， 這優勢平衡毫無疑問地開始逐漸
向另一方傾斜。 隨著盟軍在 1918 年取得最
後勝利， 奧斯曼帝國在 1922 年正式瓦解，
哈里發王位也在 1924 年結束。 優勢清楚地
轉向西方陣營。 請注意， 我並非指「基督
教陣營」。 西方的勢力如英國、 法國和義

會比讀史

大利， 並沒有以基督的名義分割穆斯林世
界。 世俗的活動和基督教的作為之區別至

蒂芬‧ 倫西曼（Sir Steven Runciman）爵
士有關十字軍王國的多卷歷史名著更有益。

此在西方已非常清楚， 這些國家是出於個
人的利益而行動， 而非出於福音的利益。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9

真正刺傷中東、 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穆斯林
自尊的是 1918 年， 10 戰勝國在英國、 法國
和義大利三國間， 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決定。

今日境界分割的歷史根源
在伊斯蘭和西方國家（並非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之境（Dar Al-Islam）
的損失
這些地區所失去的面子是巨大的， 有
些人甚至說它們直到今日都還沒有從中恢

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之最初一千年期

復。 正 如 法 里 德‧ 扎 卡 利 亞（Fareed
Zakaria）在〈新 聞 週 刊〉（Newsweek）

間， 穆斯林政權總是採取主動。 但在二十

於 911 事件之後的一篇文章裡寫道：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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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什麼恨我們？」12 直到二十世紀， 我
們都有理由說， 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插
曲， 比起一千兩百年穆斯林的強權和主
宰， 只不過是暫時的不便， 猶如微光一
現， 很快就被超級大將軍撒拉丁（Saladin）所熄滅。 它對當地基本伊斯蘭君主制
度和穆斯林治理耶路撒冷， 並未造成長期

騎士都是來自歐洲的同一地區的事實， 是
一種莫大的羞辱。 麥加和麥地那這兩處聖
地是在阿拉伯的統治下， 屬於默罕默德自
己本家的哈桑王族（Hashemite）， 而這同
一個家族也是伊拉克和約旦的新傀儡王。
但哈桑王族的統治並不長久； 1924 年， 部

損害。 耶路撒冷對穆斯林來說是第三大重
要城市， 位於麥加和麥地那之後。 甚至對

分阿拉伯半島如希賈茲（Hijaz）， 就被薩
德（al-Saud）部族佔領直到如今天。
所以十字軍可以好似瞬息既逝， 不幸

失去巴爾幹， 從 1830 年希臘南部獲得獨
立， 到 1913 年該地區大部分都被歐洲奪

地被人遺忘直到 1918 年； 自那時以後， 它
們卻成為對穆斯林境域的野蠻侵犯， 在穆

回， 可能都可以不屑一顧。 但在 1918 至
1922 年， 連最後一個穆斯林超級權勢都完

斯林的記憶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這也是
因為， 同樣的歐洲人在十二世紀時被他們

全地消聲滅跡了。
土耳其在凱末爾‧ 阿塔圖爾克的西化

打敗， 現在在二十世紀卻打敗了他們。 體
格粗獷的西歐十字軍經常看不起他們海外

統治之下失去了正規伊斯蘭教治理。 13 土
耳其人， 在 1922 至 1923 年擊敗希臘的軍

領地的騎士， 認為他們先進的伊斯蘭生活
方式致使他們軟弱且衰退了。 一般來說，

隊後， 重新奪回一些失去的領土（包括聖
經裡的城市示每拿）， 挽回了他們的一些

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文明， 不論是在物質
舒適、 衛生、 醫藥和工業上， 都比歐洲更

損失。 扎卡利亞因此說， 這是為什麼土耳
其是現今與美國、 歐洲和以色列保持友好

為先進， 但在二十世紀就不是如此了。 奧
斯曼帝國滅亡後， 西方明顯地在所有的領

的關係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原因。
從 1918 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多

域都遙遙領先。 伊斯蘭教不再占有優勢。

數阿拉伯人聚居的伊斯蘭教國家都處在西
方的政權統治之下。 英國保留了埃及， 14
得到了巴勒斯坦、 約旦和伊拉克； 法國得
到了敘利亞和黎巴嫩， 義大利則佔有了利
比亞和地中海東部的各個島嶼。 英國士兵
勞倫斯， 就是眾所周知的阿拉伯的勞倫斯

今日的伊斯蘭純粹主義者
這就是為什麼今日的伊斯蘭極端分子
蓋達組織（Al Qaeda）只是其中一種最暴
力的形式， 利用過去來殺現在的人。 穆斯
林國必須是在穆斯林人的統治之下。 因此

（Lawrence of Arabia）， 所作的會有一個

那些在英國管轄之下的國家， 如 1918 年之
後的伊拉克和約旦， 都不完全算是伊斯蘭

偉大的阿拉伯王國的承諾都不了了之。 伊
拉克和約旦還是擁有他們自己的國王， 但

的。 埃 及 實 際 上 也 是 如 此。 當 納 賽 爾
（Nasser）之類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者 1930

它們都因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而

年在埃及取得政權時， 其在伊斯蘭教重要
激進主義思想家賽義德‧ 古圖布（Sayyid

處於強大的英國保護法的統治之下。 法國
人與曾經帶領和主宰十字軍東征的法蘭克

Qutb）的心目中， 仍是屬於不信神的人

第二課 伊斯蘭教的擴展

（蒙昧無知， jahiliyyah）。 對於今日的伊
斯蘭純粹主義者（Islamic purists）而言，
它還是屬於淪陷區， 連沙烏地阿拉伯本身
也是如此， 是由世襲的、 依靠西方的薩德
家族的統治， 而非由公義的穆斯林統治。
透過幫助薩德王朝， 美國在伊斯蘭教的心
臟地帶鞏固了無神者的統治。 從這點看
來， 這與幾世紀前的十字軍沒有兩樣。 只要
土地曾經是屬於伊斯蘭的， 純粹主義者就認
為它應永遠是伊斯蘭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賓
拉登對失去安達盧斯表達了如此的悲哀， 儘
管這已經是五百年前的事了！對於當時的
伊斯蘭世界而言， 十字軍東征算不得什
麼， 但現在卻成為他們的衰退， 和西方在
近期淩駕於東方伊斯蘭之上的有力象徵。
也因此十字軍東征曾是而且現在還是
今天震怒的源頭， 但這實際上也完全是一
個轉移注意力的言論。 無論是艾倫比將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解放耶路撒冷時的想
法， 或廿一世紀初期美國總統喬治布希
（George W. Bush）的想法， 都與中世紀
十字軍的嗜血心理相去甚遠。 但對好戰的
伊斯蘭思維而言， 這都象徵了對神聖伊斯
蘭境域的侵犯， 就是那些曾在穆斯林治理
下的領土。 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只是暫時
的不便： 伊斯蘭軍隊很快就擊敗了拜占庭
的古基督教勢力， 並在巴爾幹建立起龐大
的奧斯曼帝國。 但如今， 伊斯蘭教的羞辱
已是斬釘截鐵的事實。 既然伊斯蘭教權勢
是不可能會犯錯的， 就必須為目前的情況
尋找代罪羔羊。 還有什麼能比將廿一世紀
的西方， 與十一世紀的十字軍連結在一起
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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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的完整閱讀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讀
章末的推薦閱讀 & 行動。

章節附註
1. 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為什麼這一類的道歉，
對另一方常常是不公平的。
2. 我的書《為什麼列國發怒？》（Why the Nations Rage）有更詳盡的解釋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3. 可以看我的書《神站在哪一邊？》（Whose
Side Is God On?）（N.Y.: Church Publishing,
Inc., 2003）。
4.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譯本： 柏納‧ 路易斯著， 湯淑君
譯， 《哪裡出了錯？》， 台北： 商周出版
社）。
5.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ion, Wis.: Fa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天主教會長期以來在神學上與拜占庭的東正
教會分歧， 正式的分裂是在 1054 年。
7. 撒 拉 丁（Saladin）， 成 功 的 穆 斯 林 總 司
令， 屬遜尼派， 他擊敗了十字軍隊， 並將耶
路撒冷重新奪回歸伊斯蘭統治。
8. 雖然十字軍隊最後在 1291 年完全被驅逐出
境， 法蘭克人統治耶路撒冷本身其實不到一
個世紀。
9.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10. 美國並沒有直接參與。
11. 嚴格說來， 奧斯曼穆斯林在 1526 年也一樣
攻取維也納失敗。 但因為他們當時成功地佔
領了匈牙利大部分領土， 自從印度蒙兀兒王
朝皇帝獲致同樣的成功後， 我同意柏納‧ 路
易斯所說的， 後者的日期是更恰當的。
12. Fareed Zakaria, “Why They Hate Us,” Newsweek, October 15, 2001.
13.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伊斯蘭政黨已經在
2002 年的土耳其大選中得權。 雖然如此，
新政府還是仍然堅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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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伊斯蘭教從其原始背景擴展的時候，被其他文化所吸收。它如何改變那些文化？

2. 伊斯蘭教是以什麼方式保留那些文化，並使那些文化和世界受益？

3. 非穆斯林社會的人是因為什麼理由被今天的伊斯蘭教所吸引？

4. 在你的文化當中，謙虛的意思是什麼？該怎麼做才是謙虛？

5. 排除利益關係，你會怎麼應對外來勢力對本地社會的控制？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Karen Armstrong, Islam: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0).
Paul Marshall, Roberta Green, and Lela Gilbert, Islam at the Crossroad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2).
觀看： “Islams: Empire of Faith,” PBS Home Video, 2001.
禱告： 為各種不同族群的鄰居行走禱告， 特別是為穆斯林禱告。
聆聽： 至圖書館借些傳統阿拉伯音樂。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三課

伊斯蘭信仰
思考問題
 基督徒和穆斯林在信仰上有哪些共同點？
 對穆斯林來說

， 最重要的信仰要素是什麼？
 作為基督徒 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信仰要素是什麼？
，

課程目標
從穆斯林的角度來描述伊斯蘭教的基本實踐與信仰。 包括：
1. 履行念功、 拜功、 課功、 齋功和朝功等功課。
2. 信一神論、 天使、 古蘭經、 先知、 信末日審判和信前定。
3. 烏瑪在實踐古蘭經和聖訓中所起的作用， 領導地位和長老制， 輿論和類比， 對
伊斯蘭教法的解釋和聖戰。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古蘭經、 聖訓和伊斯蘭教法
伊斯蘭教的宗教實踐： 信仰支柱

110 頁
113 頁
118 頁

基礎閱讀： 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

128 頁

完整閱讀： 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續）

138 頁

伊斯蘭教價值體系的基本觀念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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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身為編輯， 當我第一次與
穆斯林朋友分享我的信仰
時， 我相信只要我證明基督教是
真 的 宗 教， 則 我 的 朋 友 就 會 改
變。 但我卻沒有意識到， 人們很
少會因為合乎邏輯的辯論而改變
© S.M. Amin/Saudi Aramco World/PADIA; Alms to Poor"

自己。 同樣， 當我對穆斯林歷史
與文化的理解和欣賞越來越深入
的時候， 我的朋友們當然也承認
我 的 努 力， 但 他 們 還 是 難 以 理
解， 為何我瞭解的越多， 卻仍然
不能信服而成為穆斯林。 我們多
數人都未能理解， 心靈的變化是
一個屬靈的問題。 的確， 我的穆
斯林朋友們也贊同， 一個人的信
仰不是別人能夠改變的。 古蘭經
說： 「對於宗教， 絕無強迫。 」

施捨給窮人

（古蘭經二 256）畢竟， 我們也不
指望哪個運動隊的隊迷， 一旦碰到他們支持的隊伍戰績不佳時， 就改變他們的熱情轉
而支持其他隊。 他們對一支運動隊的支持和付出， 是不會受該隊的輸贏影響而搖擺不
定的。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別人能認同我
特別是我們精神上的信仰

見解理想化， 而他們也同樣如此。 但事實
上， 我們並沒有看到哪個人會遵循這些理

但過去對於我來說， 尊重我朋友的文
化和歷史， 要比理解他們的宗教說服力和

想而去進行。 對我們每個人而言， 所需要
做的就是停止試圖極力地說服別人， 不再

邏輯推理容易得多。 其中部分困難是那時
我不熟悉伊斯蘭教的信仰體系、 邏輯和用
詞； 而且， 我也還沒有認識到我的穆斯林
朋友真誠地接受伊斯蘭教所教導的一切。

自以為我們的生活彰顯出了我們宗教的完

們的信念

另一個障礙是， 我那時總是將自己的主觀

美。 因為， 大部分所謂的穆斯林和基督徒
的生活， 根本就是不符合他們的宗教教
義。 在作了這些態度上的轉變後， 我們才
能夠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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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富含思想的穆斯林
在這一課裡， 我們的部分目
標是視伊斯蘭教為一個具有吸引
力的合理的宗教， 具有全面的令
人信服的邏輯性。 許多人認為，
伊斯蘭教為人們提供了可行的簡
單、 清晰的指導路線， 以完成真
主對人類的要求， 同時也使人們
在其伊斯蘭宗教實踐中發現了偉
大的意義。 另外， 古蘭經和聖訓
可以影響他們每一天的生活， 因
© Caleb Project

為它們似乎均為怎樣處理日常生
活中的每個問題提供了解答。 舉
例 而 言， 儘 管 我 們 不 會「跳
槽」， 與穆斯林一起「坐在他們
隊那一邊的板凳上」， 但對他們

安薩里的織布者

的宗教有更多的瞭解， 將有益於相互之間
的交流， 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向穆斯林解
釋我們的信仰之新的橋樑。
也許在你生命中的某些時刻， 你會遇
見一位有吸引力又富含思想的穆斯林。 我
們的盼望是你能有所準備地敬佩並尊重
他， 並與其溫文爾雅地交談， 就你所能的
贊同他們， 並且即使對伊斯蘭教有不同的
見解， 也不要覺得不舒服或因此冒犯別
人。 我曾希望我的穆斯林朋友們會如此待
我。 然而， 他們所表現出的行為舉止總是
比我的更好。

墨守陳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
一些伊斯蘭教的形式是刻板和墨守陳
規的， 並且沒有充分地講到人們心中的真
正問題： 與神破碎的關係。 如果我們基督
徒把我們膚淺的假設和宗教行為與穆斯林

的逐項作對照， 我們也會得出一些同樣刻
板， 而且過度簡化的對神的見解。 我們的
宗教說服力是根本
也本當如此
不同。 它開始於神救我們的心靈脫離罪
惡， 而不是我們外在的行為。 如果我們稍
微改變表達信仰的方式， 那會是什麼樣子
呢？我們不是說「我做這個或做那個， 因
為我是基督徒」， 而是說「因著我對神的
信靠， 我被祂當作親愛的孩子慈愛地收
養。 當祂把我重塑成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的
形像時， 祂正從裡到外轉變我的身分和行
為」。 聖經所提及的基督教是一個信靠的
關係， 而不是必須遵循的規則系統， 即是
「神是藉由心靈來感知， 而不是藉由理
由」（巴斯卡， Blaise Pascal）。 從這個意
義上而言， 我和我的穆斯林朋友主要的不
同並非在於行為的議題， 而是在於我們的
救主的議題。 事實上， 許多人（不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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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對基督教有不好的看法， 是由於
他們定睛於我們的行為， 而非被引導去注

便要準備好有效地分享我們的信仰。
當我們逐漸瞭解伊斯蘭教並且開始理

視基督。

解穆斯林的世界觀時， 會發現在我們的信
仰之間有座橋樑， 也會發現有需要基督大

有效地分享
既然如此， 我們可能還有衝動， 想要
跳過本章先看穆斯林對基督信仰持何等異

愛的地方。 伊斯蘭信仰大多注重外在的行
為。 我們要觀察穆斯林朋友基本的行為和

議的論述。 我們會在第八課談到這點。 這
似乎要等待許久， 但不無道理： 當我們真

他們公開的宗教信念。 但是， 當我們這麼
做並這麼學習的時候， 我們應該探究更深
層的理解。 為什麼他們要那麼做？他們看

正與穆斯林朋友表達我們的觀點時， 我們

重的是什麼？他們怎麼看待他們自己和周

南亞人

穆斯林世界的心臟

南亞人總人口超過十億， 並形
成了一千四百三十九個族群， 主要
居住在孟加拉、 印度、 尼泊爾和巴
基斯坦。 這四個國家的穆斯林比例
從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九十六， 總信
徒數量接近五億。 南亞確實是穆斯

人口一樣， 南亞的穆斯林是根據種
姓等級來劃分的。
這一地區的一個重要穆斯林族
群就是安莎利人（Ansari）， 人口估
計在一千一百五十萬。 從歷史上看， 安莎利人都是以紡織為生。 他們紡織絲綢、 地毯， 還
製作其他的手工藝品， 該地區因此而聞名。
大部分安莎利人居住在印度半島北部國家的小城鎮和小山村裡， 他們在那裡組成了緊
密穩定的群體。 有些人以製作精美的手工藝品如黃銅製品和木工藝品為生計。 其他人有的
耕種， 有的做些小買賣。 與大部分印度的穆斯林一樣， 他們多數人比較貧窮， 在種姓等級
中被認為是下等階級。 他們常使用招魂術來防禦惡魔。 傳統上， 一個安莎利人家庭的一家
之主是最年長的男性， 他指揮著他的兒子們及他們的妻妾與孩子。
摘自： 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 Caleb Project

林世界的中心， 因為四大穆斯林人
口國中， 它就有三個。 如同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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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的世界， 甚至其現實？讓我們按照路線
圖， 開始這趟旅程吧。 接下來的課程將超
越外在印象， 深入他們的內部世界。
在檢驗我們的分歧時， 希望我們已經
更正了誤解， 縮小了之間的差距， 更加理
解他們的生活。 當消除了誤解， 並能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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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朋友們的價值觀和觀念上與之建立友
誼。 因為是查知穆斯林的宗教， 所以我們
的許多資料來源都是直接取自他們的聲
音， 未加辯駁。 如同美國當地的一句諺語
所告誡的， 我們必須「穿著他們的鞋子來
走第一步」。
K.S.， 編者

僅停留在理論上進行溝通時， 我們就能在

古蘭經、聖訓和伊斯蘭教法
凱斯‧ 斯沃特利（Keith E. Swartley）
要對伊斯蘭教法在穆斯林世界所佔
有的地位有概念性的瞭解， 我們首
先必須瞭解其根源， 以及這些根源的意義

（Zayd）， 進行搜集、 彙編散存各地記錄
下來或口傳的經文（西元 634 年）， 特別
注意收集穆罕默德最親密的同伴和最早期

和影響。 最具權威的經典就是古蘭經。

信 徒 的 經 文。 在 第 三 任 哈 里 發 奧 斯 曼

古蘭經，真主的奇蹟

（Othman）統治時期， 彙編完成的古蘭經
版本被定為正式統一的版本。 西元 657

古蘭經， 所有穆斯林的聖典， 被認為
是來自真主的奇蹟， 是永恆的且不可人為

年， 所有先前的其他版本一律定為非法，
並被焚燒。

創造的， 是用阿拉伯語從天上直接降示下
來的。 它的存在被穆罕默德當作是他使者

古蘭經的結構與風格

身分的明證（見古蘭經十 37-39）。 其內
容體現於虔誠穆斯林的行為當中。

古蘭經共分成一百一十四章， 稱作蘇
拉（Suras）或啟示， 每章都有不同的名

與聖經不同的是， 古蘭經反映的是一
個人的文化， 這個人就是被啟示真主話語

稱。 各章並非按主題或年代順序來編排，
但除了第一章之外（見本書第一課〈古蘭

的那一位。 因為古蘭經主要是透過口頭文
化來傳播的， 所以在穆罕默德在世期間，

經是怎麼說的？〉）， 其餘各章均按經文
的長短排列， 從最長的一章排到最短的一

沒有被搜集整理成冊的形式。 它是由穆罕
默德的同伴們透過吟誦、 背誦、 實踐及抄

章。 最早期的章節可以追溯至穆罕默德在
麥加的那些年間， 是最抒情且充滿情感的

寫而保存下來的。 第一任哈里發‧ 艾布‧
伯克爾指示穆罕默德的助手札伊德

章節。

斯沃特利致力於迦勒計劃（Caleb Proejct）， 亦是《走進伊斯蘭世界》（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一書英文
版的編輯。 斯沃特利於 1983 年首次與穆斯林作朋友。 此後更與印尼、 哈薩克、 肯亞、 吉爾吉斯斯坦、 南韓、 土耳
其、 英國及美國的穆斯林享受彼此的學習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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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一直強調古蘭經是真主的

話語， 其證據就是它無可比擬的文學
手法： 「只要你能瞭解它的意義， 並
聆聽人們用阿拉伯語誦念， 你就會明
白它的確就是真理。 」1
後來在麥地那這些年所啟示的經文，
就沒有那麼有詩情畫意了， 而更加強調倫
理的教導。 早期古蘭經的章節顯示出對基
督徒和猶太人的態度較為寬容， 而後期則
反映了態度上的大轉變， 從視猶太人和基
督徒的傳統為一體， 到將伊斯蘭教建立成
獨特的宗教（將麥加當作其朝覲中心）。
通常， 每一本古蘭經都包括索引或列表部
分， 上面顯示哪些章節出自於哪一個時
期。 穆斯林學者不會對古蘭經進行歷史或
文本的批判。 因此， 伊斯蘭教內部尚未像
基督徒考查聖經那樣， 對古蘭經的歷史真
實性和與原文的一致性進行查證。

古蘭經的翻譯
穆斯林相信， 要將古蘭經完全確切地
翻譯出來是不可能的， 其他的語言只能表

的穆斯林）並非以阿拉伯語當作其母語，
有很多穆斯林是目不識丁的。 儘管有這些
障礙， 虔誠的穆斯林往往能透過聆聽阿拉
伯語的古蘭經來記住整部古蘭經。 在穆斯
林佈道時， 教師一般都是先用阿拉伯語誦
讀或引用古蘭經， 再用當地語言闡述其意
思。 這樣釋義古蘭經， 正適合聽者瞭解阿
拉伯用語。
穆斯林對古蘭經的尊重與敬畏幾
乎達到了魔的地步。 它被當作是配
受崇拜的東西。 讀古蘭經的時候， 它
通常被置放在裝飾華麗的架子上
……。 穆斯林經常談論阿拉伯文的
美， 特別是當它被吟頌的時候。 不需
要瞭解其含義， 只要死記硬背或唸唸
有詞地朗讀就會有好處。 2

聖訓
除了古蘭經之外， 穆斯林還依賴著聖
行（Sunna， 正道， 生活方式）， 這些都
記錄在《聖訓》中。 各種聖訓集收錄了所
有穆罕默德和早期穆斯林（先知的同伴

達出大概的意思， 而且必然缺乏原文的完
美性。 因此， 穆斯林儘管有他們的母語，

們）廣為人知的一些言行。 穆罕默德的言
行被認為是伊斯蘭教最好的榜樣。 有六部

但他們還是用阿拉伯語誦讀古蘭經。 雖然
如此， 古蘭經還是有了多種語言版本。 這

主要的聖訓集（傳統， 或先知話語）。 每
一部都是由某一位早期的伊斯蘭教學者所

些譯文都被看作是古蘭經的評注或解釋，
書名也可能是像如下的這本書： 《宏偉古

收集、 考證和編輯而成， 而且每一部都以
他們的名字來命名， 他們分別是： 布哈里

蘭經的含義： 解釋性的譯本》（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Koran: An Explanatory

（al-Bukhari）， 穆 斯 林（al-Muslim），
提 爾 米 基（al-Tirmidhi）， 阿 布 達 伍

Translation）之譯者， 穆罕默德‧ 馬默杜
克‧ 皮克索（Mohammed Marmaduke Pic-

（Abu Daud al-Sijistani）德， 奈薩儀（alNasai）和卡滋維尼（al-Qazwini）。 也有

kthall， 卒於 1936 年）。
大部分的穆斯林（世界上百分之八十

其他一些聖訓集被各個穆斯林群體所信
賴。 最受推崇且經常被引用的聖訓集當屬

第三課 伊斯蘭信仰

115

布哈里（810-870）所匯錄的聖訓集了。 布
哈里考查了六十萬條以上極為可能的聖

指導。 例如， 古蘭經解釋了每日五次拜功
中的兩次， 穆斯林查閱聖訓而得到了其他

訓， 並保留了七千三百九十七條（分成九
十七章）為真實可信的。 穆斯林佈道者和

三次的解釋。

作者隨意自如地引用並運用聖訓來定義各
種合直的行動， 以闡明某部分的古蘭經，
或陳述一些神學觀點。
自伊斯蘭教尋求回答一些問題並為許
多生活細節建立指引方針以來， 這些被收
錄的傳統便涵蓋了各類主題， 包括道德的
教導、 宗教的責任， 及各種法律問題。 雖
然穆斯林普遍認為聖訓次於古蘭經， 但他
們還是經常參照聖訓作為他們日常行為的

阿 布 白 爾 札（Abu Barza）說：
「先知作了晨禮（禱告）， 他共念誦
了六十到一百段天經的節文。 完了
後， 跟拜者才能彼此看清（對方）的
面孔。 當太陽偏西時， 使者做了晌
禮。 當使者做完晡禮拜後， 我們的一
個同伴去了一趟麥地那較遠的郊區。
他回來後， 太陽的光還很強。 （第二
敘述人忘了昏禮（禱告）有何說法
了）。 對於推遲宵禮到夜間的三分之

何謂「合法的」或「被許可的」？
阿拉伯語中， 清真（halal）一詞的最簡單翻譯就是「寬鬆的」， 意即不受限制。 大多
數穆斯林均接受除非是古蘭經或聖訓所明確禁止的， 則凡事都是清真（「合法」或「許
可」）的。 *
古蘭經在教導穆斯林應該如何活出神聖的生命以蒙真主喜悅方面， 有許多的指示。 穆
斯林被要求多行善少作惡， 這樣在末日審判的日子， 將他們所行的事放在天平上稱量的時
候， 善行就會重於惡行。
至於善功的分量較重者， 將在滿意的生活中； 至於善功的分量較輕者， 他的歸宿
是深坑。 （古蘭經一○一 6-9）
清真的東西通常指哪些食物、 飲料、 藥物、 化妝品， 和其他產品是許可使用的。 伊斯
蘭教的飲食法規（Halal guidelines）與猶太教的飲食法規（Kosher principles）非常類似。
然而， 古蘭經允許當穆斯林處於他們所無法駕馭的環境時， 可以有適當的彈性：
為你們捕獲的動物， 也是可以吃的； ……當誦真主之名。 （古蘭經五 4）
* 參本課附篇〈何謂「被禁止的」或「非法的」？〉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116

斳雓伊斯蘭世界

一或半夜， 他都無所謂。 」（布哈里
聖訓）3

伊斯蘭教法

著分歧。 伊斯蘭教內部主要存在有四個教
法 學 派（Madhhabi）。 遜 尼 派、 什 葉 派
（Shi’a）和蘇非派（Sufis）， 在每一個教
法學派裡都有分佈， 且每一個學派還有許
多的分支。

源自於古蘭經和聖訓的規定和準則，
後來被編撰成一套司法判例和法律來使

1. 哈乃斐派（Hanafi school）是最早也是

用， 也就是伊斯蘭教法（Shari’a）。 伊斯
蘭教法是伊斯蘭教的基本法律， 是伊斯蘭
社會的憲法， 被認為是真主的意志應用於

分佈最廣的學派， 由阿布‧ 哈尼法（Abu
Hanifah， 卒於 767 年）所創立， 三分之一
的穆斯林都屬於該學派， 尤其是在土耳其

生活的每一方面。 有幾個伊斯蘭國家以伊
斯蘭教法作為他們立法的基礎（如沙烏地

和 中 亞。 該 派 允 許 通 過 類 比 推 理
（qiyas）， 對古蘭經作比較自由的解釋，

阿拉伯和伊朗）。 在每一種情形下如何作
出 反 應， 取 決 於 伊 斯 蘭 教 的 法 律 解 釋

解釋結果則（或往往）注重個人的意見

（fiqh， 教法學）。 在經由教法學決定伊
斯蘭教法的時候， 不同的派別所依據的方
法和來源也不一樣。 總括來說， 除了古蘭
經和聖訓之外， 決定伊斯蘭教法的其他方
面有： 伊制馬爾（ijma）， 即公眾（通常
是宗教學者或法學家代表）的共同意見；
格雅斯（qiyas）， 即應用以前的案例為原
則， 通常用來作類比推理； 及伊智提哈德
（ijtihad）， 就是獨立推理。 在有些穆斯

（ray）或選擇（istihsan）普遍的民意。
2. 馬立克派（Maliki school）是由馬立克
（Malik ibn Anas al-Asbahi， 卒於 795 年）
所創立， 盛行於北非和一些阿拉伯海灣國
家。 該派制定教法時非常重視聖訓， 尤其
是由穆罕默德最親密的同伴所收集的聖
訓。 事實上， 在制定教法時， 它依賴的是
麥地那的慣例。 該派也重視個人的意見和
運用類比。

林派別裡， 只有宗教學者或被正式委命的
法學家才有資格翻譯或解釋古蘭經， 如愛

3. 沙斐儀派（Shafi’i school）由穆罕默德·

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最高

al-Abbas ibn Uthman ibn Shafi‘i， 卒於 819
年）所創立， 在埃及、 巴勒斯坦、 約旦等

委員會有資格為大部分遜尼派（Sunnis）
翻 譯 或 解 釋 古 蘭 經， 而 阿 迦 汗（Aga
Khan）有資格為伊斯瑪儀派（Ismailis）
翻譯或解釋古蘭經。

教法學派別

奧斯曼·沙斐爾（Muhammad ibn Idris ibn

國具主要權威， 在巴基斯坦、 印度和印尼
等也極有影響。 該派對古蘭經的解釋也比
較自由； 注重公眾（umma， 烏瑪）的權
利， 由公眾領袖（ulama， 烏力馬）， 通
常是一個宗教審判團（quda）的公議定結

儘管大部分穆斯林都強調統一性， 也
都希望嚴守律法， 但他們在如何解釋律法

果。 這些領導者會頒佈宗教法令（fatawi）。 這個派別專門選擇直接屬於穆罕默

方面， 卻像其他宗教社會那樣， 可能存在

德的聖訓， 其他人的一概不考慮， 他們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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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將個人的意見和普通民意作為教法來源。

school）就屬於罕百里教法派。

4. 罕百里派（Hanbli school）， 由伊本罕
百勒（Abu Abdillah Ahmad ibn Hanbal， 卒

給基督徒的幾點建議

於 855 年）所創立， 是沙烏地阿拉伯、 卡
塔爾等地的名門正派， 在巴基斯坦、 敘利
亞和伊拉克有許多的信眾。 該派是一個最
小， 也是最保守的派別。 它拒絕一切異於
古蘭經和聖訓上的合理創新。 即使是蘇丹
和哈里發也無權干涉由宗教審判團所作的
決定。 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派（Han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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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穆斯林朋友那裡更加瞭解古
蘭經、 聖訓和伊斯蘭教法時， 會發現穆斯
林對它們持有不同的解釋， 但我們應該謹
記， 許多基督徒對聖經的解釋和一些主要
的神學問題也存在著分歧。 即使我們的信
仰是以聖經為基礎， 但在理解和應用聖經
時， 卻很有必要保持謙卑。 我們應當以對

採取主動
無論我們與穆斯林共事， 或是在大賣場裡看見他們， 或是在飛機上坐在他們旁邊， 我
們都不應只等著他們主動來與我們攀談交友。 我們應當主動跨出第一步。 穆斯林婦女那保
守的衣著和謙遜的行為， 看起來似乎是個障礙， 但與她們建立友誼， 其實比與男性更容
易。 她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很孤獨， 從沒有經歷過基督的愛。 出於禮貌， 只有女性才能與穆
斯林女性建立友誼。 我們一開始應邀請我們所認識的穆斯林共進午餐或喝咖啡、 品茶。 你
還可以多邀請幾個基督徒一起過來。
每次遇到穆斯林的時候， 我總是默默地禱告： 「主耶穌， 我準備分享有關自己了。
請為我打開這扇大門吧。 」基督總是不會使我的禱告落空！有一次我坐在從貝魯特飛往伊
斯坦堡的班機上， 旁邊坐著一位黎巴嫩的學生。 我們繫好安全帶之後， 我禱告道： 「主耶
穌， 我正要準備分享了。 求打開這扇門吧。 」後來， 主耶穌果真垂聽禱告！
我們甚至還可能有機會與整個家庭建立起友好的關係。 如果我們能夠讓他們接納我
們， 與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之間的友誼將會更深也更有意義。 借著我
們， 神就能向我們的穆斯林朋友顯出基督信仰和基督大愛的真諦。 穆斯林的文化和生活都
是圍繞著關係打轉。 這就意味著他們非常願意與人建立關係， 不太可能會回絕我們接近他
們的任何主動行為。
神吩咐我們友善好客， 要歡迎人們進入我們的生活、 家庭中， 並樂意邀請他們到家裡
坐坐， 分享我們的時間、 事奉和各種經歷。 當我們分享基督信仰的時候， 我們友善熱情的
行為最能說明問題了。 如果你也和我那麼禱告， 就準備承接神的回應吧！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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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信仰為基礎來展現我們的基督
徒身分， 而不是以堅持基督教或聖經的某
一特定解釋為基礎。
章節附註
1. Greg Livingston, Planting Churches in Muslim

Citie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p.183.
2. Bruce McDowell and Anees Zaka,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t the Table (Phillipsburg, N.J.:
P&R,1999) ,p.72.
3. Sahin Bukhair, The Collection of Hadith, 由
Abu al-Minhal 所講述； vol.1, bk. 10, no.516.

伊斯蘭教的宗教實踐：信仰支柱
喬治‧ 弗里（C. George Fry）、 雅各‧ 金恩（James R. King）
一首古老的福音讚美詩告誡信徒要

務概括在五大（或許有六大）信仰支柱

「信靠順服」。 穆斯林也是如此，
他們的宗教義務包括信任（信真主， 信他

（Arkan）中， 它們為組成伊斯蘭教部分
教義的若干神學宗旨， 提供了道德和倫理

的啟示， 信他眷顧人類）和順服（行真主
所喜悅的善功， 服侍人類， 體現價值）。

上的平衡。

事實上， 服從或順服正是伊斯蘭教的根
本。 正如弗里斯約夫斯‧ 楚翁（Frithjof
Schuon）所評論的那樣， 伊斯蘭教有一個
智力、 知識與推理的「垂直面」， 和一個

信仰表白（清真言）
在所有亞伯拉罕的宗教中， 就時間和
重要性而言， 表白信仰是首要的義務。 念
誦信條， 就表示信徒已經理解、 贊許了這
個神學信息， 並將信息內化至心裡。 念誦

意志、 倫理與義務的「水平面」。 世界上
的權力需要公正地使用； 對社會的義務需
要切切實實地履行； 世界的和諧， 統一與

信條也是檢驗信仰是否正統的一種方式，
它還成為信仰者自己與真主和社會之間所

多姿多彩， 需要用心來感知和表達； 肉體
宣洩的欲望需要有所節制。 1 透過做好事

立的一個約。 這些在伊斯蘭教、 猶太教和
基督教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同等重要的。

或行善功（din）， 穆斯林竭其所能， 向真
主盡義務， 為他所屬的社會作出貢獻。
對舊約裡的猶太人而言， 道德、 民事

所有一切都是藉著念誦信條， 來表達自己
對該信仰的深信不移。
這一關鍵的伊斯蘭概念， 阿拉伯語是

和禮儀律法都規定在摩西五經裡。 對早期
的基督徒而言， 律法顯示在登山寶訓和使

sh-h-d， 帶有表白或見證的意思。 Tashahhud 的意思是「作出某人的證詞」， 或是

徒保羅的書信中。 穆斯林的道德與宗教義

「表白信仰」。 麥什德（Meshed， 伊朗一

弗里是協同神學院歷史神學副教授， 及宣教教育的學程主任。 金恩是威騰堡大學的英語教授。 弗里與金恩皆為《中
東： 文明交會的十字路口》（The mIddle East: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的共同作者。
改編自 C. George Fry and James R. King, Islam: A Survey of the Muslim Faith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pp.71-87. 蒙
允使用。 www.baker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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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個以特別強烈的方式來表白信

督徒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念誦這部分的清真

仰的地方。 見證信仰（Shahada）是以禮
拜的形式來表達。 所有世界宗教中最著名

言， 因為穆斯林在這裡所聲稱的就是詩瑪
篇（Shema）和使徒信經， 以其各自的方

的一句禮拜念詞就是： 「萬物非主， 唯有
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除了念誦這

式所聲稱的。
穆斯林的清真言接著說真主向人類啟

句清真言之外， 加入伊斯蘭教並沒有正式
規定的方式， 所以對這種見證的方式有一

示他自己的條件：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
者」。 我們注意到， 用這麼簡短的一句

些相當嚴格的指示： 清真言必須大聲地重
複誦念， 並且要能完全理解（即必須在理

話， 伊斯蘭教竟然大膽地將神和穆罕默德
並列， 這大膽的一筆導致了西方的許多人

智上、 情感上和意志上都能理解）； 誦念
的時候必須真誠， 要有真摯的愛心， 思想

將這種信仰誤稱為「穆罕默德教」。 這是
一個嚴重的錯誤： 雖然穆斯林確實將穆罕

沒有絲毫保留或猶豫； 必須發誓會持守這
種信仰至死不渝； 必須正確地以正統的形

默德推崇為人類歷史上至高無上的天啟使

式念出， 沒有任何非正統的改變。 誰要是
能用心靈與誠實來承認這個真言， 誰就是
一個穆斯林了。 與新教會， 羅馬教會和正
統基督教會那詳細複雜的信仰聲明比起

者， 但他們敬拜的並不是他。 伊斯蘭教是
一個服從於真主的宗教， 而不是有關個人
的宗教。 然而， 若不是穆罕默德為人類帶
來了真主（神）的信息， 對神就不可能有

來， 這是多麼令人瞠目結舌地簡單與直接。
這句清真言一開始就肯定真主的存

完全的認識。
清真言在所有的各種場合都要贊念：
嬰兒出生時在他耳邊輕念； 人死後對著他

在： 「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這個簡單
有力的一神論宣言進一步說明， 伊斯蘭教

的遺體誦念； 戰爭時， 它是鼓起勇氣的號
角； 和平時代， 無論是清早還是深夜， 都

是在亞伯拉罕的傳統上建立起來的。 我們
可以想到， 創世記的頭一句就是「起初，

可以從城市的尖塔上聽到。 在穆斯林的生
活中， 這句信言時刻都掛在他們的嘴邊，

神……」（創世記一 1）， 使徒信經的第
一句就是「我信上帝……」。 就用這短短

記在心裡。

的一句話， 伊斯蘭教清除了形形色色煩擾
著基督教信仰的異端邪說： 無神論（神不
存在）， 不可知論（神是否存在未為可
知）， 唯物主義和自然主義（物質世界是
唯一的真實體）， 泛神論（神與世界同
一）， 自然神論（神不介入人類事務），
多神論（存在許多位神）。 伊斯蘭教的清
真言大膽肯定了有神論： 只有一位神（真
主）， 祂是造物主、 至善至慈者、 供給
者、 審判者和自我啟示者。 猶太教徒和基

崇拜和祈禱
拜功是穆斯林的第二大義務。 敬拜真
主是頌揚他為宇宙的造物主、 保護者和審
判者。 雖然敬拜包括許多的要素： 佈道、
教導、 誦經、 吟唱和團契， 但所有宗教敬
拜的本質就是崇拜（或說讚美神）和交通
（或說禱告）。 基督教敬拜時將聖禮（新
教中的浸禮和聖餐）放在了最顯著的地
位。 然而， 在伊斯蘭教， 佔據這個地位的
是拜功， 尤其是宗教禮拜（salat），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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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真寺（公共敬拜之地）或私下所念誦
的禮拜經文和必須做的固定姿勢。 非正式
的 祈 禱 稱 作 都 阿（du’a）， 源 自 於「呼
求」這個字根， 它還包括了祈願、 呼籲或
請求的意思。
古蘭經對於禮拜的形式並沒有明確的

用這一天來沉思靜悟屬靈的問題。
穆斯林禮拜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嚴格地
遵守禮儀規矩， 所有步驟在傳統中都有仔
細的規定。 禮拜前由宣禮員（muezzin，
穆安津）在清真寺的尖塔上呼喚禮拜的開
始。 今天， 這種優美的呼聲經常用磁帶錄
下來， 透過尖塔上的喇叭向外廣播。 穆斯

規定。 穆罕默德曾試驗過各種做法， 從最
早的年代起， 穆斯林就遵循著某種固定的
禮拜習俗。 現在有種說法認為， 穆罕默德

林進入拜功房之前， 必須脫掉鞋子， 免得
弄髒了拜功時所用的地毯。 禮拜之前， 如

在即位或夜行期間， 即受真主的指示， 讓
他規定這些做法。

果可能的話， 還必須用水淨洗， 否則就用
沙子
， 要從腳底一直洗到腳踝
，
。 洗的時候

穆斯林禮拜的一個特點， 是它有嚴格
的時間安排。 正統派的穆斯林必須每天拜

從手臂到手肘； 還要洗臉， 包括洗耳孔。
淨洗儀式之後， 穆斯林才能加入禮拜

功五次， 雖然最初穆罕默德自己也只是早
晚各拜一次。 猶太教徒在耶穌時代每天禮

者的行列。 因為拜功儀式中涉及各種不同
的姿勢， 所以男人和女人不在一起作禮

拜三次： 早上、 中午和晚上。 中世紀的基
督教修道士一日禮拜八次。 伊斯蘭教傳統

拜， 而是分開。 集體禮拜在清真寺鋪開的
一張大地毯上進行。 如果是在家或在工作

規定了每日拜功的五個時候： 晨時、 晌
時、 晡時、 昏時、 宵時。 儘管這五次拜功

地點作禮拜， 則就地鋪一張小小的拜功
席。 禮拜的方向朝向麥加， 建造在清真寺

可以在公共敬拜場所或私下敬拜， 但若可
能， 信徒最好還是到附近的清真寺行禮。

正殿牆正中間的小拱門（或小閣子）， 指
示著麥加的方向。 （穆斯林導遊經常將這

參加星期五中午的主麻拜是穆斯林不可推

種閣子誤稱為「祭壇」）。 牆那裡還建有
敏拜樓或者是突起的講道壇， 星期五， 佈

卸的義務。 主麻拜要持續近一個小時， 包
括聆聽清真寺禮拜主持者的講道。 在這次
禮拜之前和之後， 穆斯林可以做他們非宗
教的事務。 星期六通常是休息日， 最好是

道者就站在那裡宣講。
伊斯蘭教的禮拜呼喚是由人聲發出
的， 不像猶太教用公羊的角吹響， 基督教

安拉是神嗎？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信徒， 認為他先前崇拜的完全是一位假
神。 反之， 當現在帶領他在主耶穌基督裡真正認識神後， 他們往往充滿了驚奇與感激。
John D. C. Anderson,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to Islam,” Missiology 4, no. 3 (1976), 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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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禮拜姿勢似乎有點奇怪， 但在基督教中
也有某些類似之處。

服事和課功（施捨）
如果說伊斯蘭教五大支柱的第一功滿

© Caleb Project

足了人們宣佈和表白信仰的需要， 第二功
滿足了人們崇敬和禮拜的需要， 那麼第三
大支柱課功， 似乎又填補了另一種需要，
就是去服事人， 滿足人們在肉體上和精神
洗淨儀式， 或稱小凈（wudu）

上的需要。 實際上， 以亞伯拉罕為根源的
這三大宗教的核心， 就是服事或事奉。 舊
約中便有許多照顧貧窮者和幫助受苦者的

是用鐘聲。 隨著這呼聲， 會眾聚集到領禮
者的後面， 接著禮拜儀式正式開始。 帶領
禮拜的人有不同的稱謂， 有的稱作伊瑪目

教導。 在早期的基督教會中， 執事處就是
為照顧窮人而設的； 在古蘭經中， 多次清
楚地強調， 一個人必須拿真主給予他的豐

（阿 拉 伯 國 家）， 有 的 稱 作 毛 拉（伊

盛， 與命運不佳者共同分享。 這裡值得一
提的的是， 卡非爾（Kafir）的本意實際上

朗）， 或者是 hoja（土耳其）。 禮拜包括
頌揚真主的榮耀、 誦經和各種身體的活動
和 姿 勢。 一 輪 的 叩 頭（sujud）和 鞠 躬
（ruku）構成了一拜（rakah）， 不同的服
事有不同的拜數。 拜功所涵蓋的姿勢包
括： (1)舉意（Takbir i-Tahrimah）， 舉起
雙 手， 站 立； (2)鞠 躬（ruku）； (3)口 誦
「讚頌主者， 主必聞之」（Tasmi’）， 站
立； (4)口誦贊聖詞（Takbir as-Sijdah），
跪下， 兩手彎曲伏地， 叩首至鼻尖觸地；

是「忘恩負義」的意思， 而通常卻翻譯成
「不通道者」。
阿拉伯語中有兩個與施捨有關的重要
詞 彙。 較 常 見 的 一 個 就 是 扎 卡 特
（zakat）， 詞根的意思是「成長」或「變
純淨」； 它似乎意味著， 施捨的行為就是
淨化靈魂的一種方式
也許這是源自於
伴隨著斂財之不可避免的愧疚感。 另一個
詞彙就是薩達卡（sadakat）， 它的本意是

(5)口誦祝安詞（Salam）， 跪下； (6)末坐
（Munajat）， 跪下， 雙手舉起。

「真正的」或「誠摯的」； 是指任何對於
真主的服事都是神聖的。 有些權威人士在

對西方的基督徒而言， 這種對禮拜姿
勢的特別重視， 乍看似乎很新鮮， 但細想

這兩個詞彙當中發現， 出於義務和志願的
給予還是有區別的。 確實， 這在伊斯蘭教

之後， 我們就會記得禮拜時主教派的跪
姿， 路德會的站姿， 長老會的坐姿， 和五

當中是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而其問題自然
是： 規定的施捨是否真的有益於屬靈的成
長？例如在某些國家， 施捨實際上成了一

旬節派的舉手姿勢。 在某些宗教儀式上，
俄羅斯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也能看到完全
俯首叩頭的姿勢。 所以雖然伊斯蘭教規定

項國家稅收（扎卡特郵票便可以在郵局買
到）。 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 捐贈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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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的姿勢

志願支付給清真寺人員的行為， 或是直接
對窮人的施捨。
要求施捨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臥各
夫制度（waqf， 在土耳其稱作 evkaf），
這個阿拉伯語的本意是「停下來」、 「致
力於」或「獻身於」某事。 臥各夫即是富
有的（或者不太富有）的穆斯林生前留下
的一筆捐款， 用途往往很明確
為圖書
館裡的學者買筆和紙， 或是建造供動物們
飲用的街邊水泉， 或是每年在先知誕辰日
請文法學校的孩子們吃頓飯， 或是蓋醫
院、 建大學。 捐贈款可多可少， 但在現代
社會， 管理這樣一種捐贈卻非常複雜， 幾

2. 鞠躬
3. 口誦「讚頌
主者，
主必聞之」

1. 舉意

乎每一個伊斯蘭國家都設有宗教基金部來

4. 口誦贊聖詞

監督管理這些捐贈基金， 使其能有效地利
用並合理地分配。 其職能有點像是美國的
and Human）。
繳納天課的義務是所有伊斯蘭教支柱
中最寶貴的一個。 在被認為是雙惡魔的資
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 伊斯蘭教顯示了
一種中間立場。 穆斯林感到施捨會將資本
主義規範成一種社會責任感， 又是對社會

5. 口誦祝安詞

6. 末坐

主義的修正， 因為他們強調與人分享財富
的唯一合理理由， 是對真主的豐盛恩典表

戒。 2 齋戒的阿拉伯語是 saum， 意指「節
制， 節欲」， 也指節制能夠帶來的一切道
德上的啟迪。 伊斯蘭教認為齋戒月是穆罕

達感激之情。 穆罕默德在這點上， 與雅各
的看法或許一致， 雅各寫道： 「在神我們

默德最初領受古蘭經的啟示之月， 但齋戒
月時的一些記念儀式， 似乎從基督教和猶

的父面前， 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 就是
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

太教的禁欲教義（尤其是猶太教的贖罪

不沾染世俗。 」（雅各書一 27）

齋戒（禁食）
每個標準的穆斯林所必須履行的第四
大功課就是在齋戒月（ramadan）， 即在
「最吉祥、 最高貴的那個月分」裡要齋

日）中也能找到根源。 而且， 有關聖月的
思想觀念在前伊斯蘭教時代的阿拉伯半島
上， 就已經存在了。
齋戒月白天的時候， 虔誠的穆斯林不
許吃喝任何的固體食物或流質， 包括自己
的唾液。 也不能吸煙， 嘔吐與放血也同樣
不允許。 如果打破了這個禁令， 即使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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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囑咐下進行的， 那麼這一天的齋戒
也必須在另外的時候補回來。 到了天黑的
時候， 才允許吃喝東西。 這個時候究竟是
大吃大喝還是簡單地吃一頓， 這似乎反映
的是信徒的虔敬問題。 據說， 黎明時天邊
的黑線和白線對人們截然劃分的時候， 就
© Caleb Project

意味著白日的來臨（參古蘭經二 187）。
因為穆斯林的曆法是根據月亮的相位
來定的， 所以月分是變動的（約卅五年一
個循環）， 這樣一來， 齋戒月有時候就出

口誦贊聖詞（禮拜的姿勢）

你的世界觀
我們每個人都是透過自己的文化視野來評價這個世界。 對所擁有事物的評斷， 對接觸
方式的評斷， 對自我感覺的評斷， 無不受到我們文化的影響。
外在的行為表現出我們真正的價值觀和信仰。 我們的價值觀就是我們所尊重與看重
的； 我們的信仰就是我們所認為正確的。 這些價值觀和信仰可能有異於我們理想的標準。
我們宣稱信奉這些標準， 但這些標準並不能準確地反映我們每日的生活。
佔據我們生命核心地位的社會價值觀和信仰， 表現出我們的世界觀及對現實的看法。
我們一切的選擇、 反應和決定， 都受到世界觀的左右。 我們的語言和審美觀也是如此。 我
們很容易描述我們的行為， 但卻很難描述為什麼這麼做。 世界觀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時刻都在運用世界觀， 卻無法意識到。 我們就像水中的魚， 無法描述水是什麼樣子，
因為從沒有離開過水。
在一些非洲社會， 因許多孩子在孩童時期就已夭折， 所以家中的孩子並不多。 這些社
會是否就會把擁有許多孩子， 視為他們的財富和未來呢？在其他的文化中， 同等高昂代價
的做法是為每個孩子預備自己的房間。 在這樣的世界觀中， 是否因為個人隱私和自主權被
看得如此重要， 以至於父母必須為了擁有更大的房子而拚命工作呢？
當基督進入我們生命中的時候， 祂就開始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了。 有些基督徒經常只尋
求改變外在的行為， 而沒有想到首先要改變的是人的內心。 結果便導致了律法主義（legalism）。 因為基督是在中東文化的環境來到人間， 所以為了成為基督的見證人， 我們必須
接納穆斯林朋友的世界觀。 同時我們也應相信， 為了轉變人們的心思和生命， 神會在每一
種社會的世界觀中做工。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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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寒冷的季節， 有時候又出現在很炎
熱的月分。 齋戒月的意思是「大熱天」，

自為朝覲者制定了特定的儀式。 隨著幾個
世紀的演變， 這個朝覲義務變成了一種讓

這表明它最初是在夏天。 如果情況果真如
此， 那麼禁止喝水對信徒來說是個相當可

人難以置信之複雜的社會現象， 有來自世
界各地的朝聖者參加。 我們只是在此約略

怕的考驗， 將他們的耐性拉到了極限， 因
而脾氣會變得暴躁。 通常齋戒月期間會規

地概括提及。 3 有關朝覲的權威描述在古
蘭經的第二章， 這章是許多重要宗教指南

定縮短工作時間和上學時間， 這樣人們就
有更多的時間待在家裡， 非常虔誠的穆斯
林可能會在清真寺裡度過最後的十天。

的來源。
朝覲的目的地是麥加城， 那是穆罕默

齋戒月以看到新月開始。 如果有雲彩
遮住， 月亮的出現時間可能會延遲。 齋戒
月以懸掛街燈和鳴槍宣佈開始， 齋戒月的
結束則以開齋節（Id al-Fitr）作為標誌。
這是普天同慶的節日， 人們穿上新裝、 互
換賀卡、 互贈禮物、 走親訪友、 做豐盛佳
餚， 觀看電影等等。 人們有一種普遍的看
法， 認為透過克己， 人類經過了耐力的考
驗， 並克服了他們自己的低級本能。 惡勢
力被阻止， 地獄之門被關閉， 通往天堂之
路開啟了。 許多穆斯林視不守齋戒行為和
忽略每日的拜功是一樣嚴重的事情， 甚至

德的出生和早年生活的所在地， 也是形成
古蘭經的啟示開始降示的地方。 即使在前
伊斯蘭教時期， 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是那著
名的聖殿克爾白天房（Ka’aba）和天房裡
的聖黑石。 根據伊斯蘭傳統的說法， 這聖
殿最初是由阿丹（亞當）所建造的， 與挪
亞方舟故事有關的那次大洪水也許破壞或
摧毀了聖殿， 後經亞伯拉罕（易卜拉欣）
和以實瑪利（易司馬儀）重建。 在穆罕默
德之前的年代裡， 殿裡置放著許多異教徒
諸神的神像， 後來穆罕默德搗毀了這些偶
像； 現代初期， 一個熱衷於破壞偶像的狂
熱的伊斯蘭教宗派認為， 克爾白天房本身

更惡劣。 那是藐視公共道德準則的行為，
是無神論的表現。

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崇拜的物件， 所以企圖
將之拆除。 現代學者鑒定了天房裡的這塊

麥加朝覲

黑石原來是塊隕石， 民間宗教把它當作是
有超自然力量的辟邪物。 穆罕默德晚年時

伊斯蘭教的第五功就是朝功， 前往麥
加的朝覲， 是每位虔誠的穆斯林一生中至

完成了從麥地那到麥加的朝覲之路， 在他
過世後， 其做法得以延續和定格。 最終，

少要履行一次的義務。 去某一處特定的宗
教聖地朝聖的現象， 在所有民族的所有宗

天房周圍的房子全部拆除了， 騰出地來興
建了一座清真寺（Al Masjidal-Haram， 禁

教當中都能找到： 基督徒、 印度教徒、 佛
教徒和猶太教徒都有。 這也是所有歷史時

寺）； 幾個世紀以來， 禁寺又經過了多次
的擴建。

期都能看到的現象。 即使在前伊斯蘭教時
代， 麥加就已經是一個聖城了， 它是異教
貝都因人的朝聖目標。 然而， 古蘭經讓這
一做法日益凸顯且更加著重。 穆罕默德親

在特定的朝覲月（Dhu al-Hijja）裡，
朝覲者從世界各地聚集到麥加： 有錢的就
乘飛機抵達吉達， 還有人坐船或開車， 通
常是成群結隊而來。 貧困的人就只能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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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步步艱難步行而來。 許多人在旅途中
經歷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艱辛， 可能要走幾

行為
價值

年之久。 如果在途中或於麥加身亡， 會被
認為是一種特別的祝福。

信仰

在離麥加約四十英哩的沿海城市吉

世界觀

達， 所有的男性朝覲者， 無論貧富， 都得
穿上兩塊無縫合線的白布衣衫（izar 和
rida）， 他們想要達到內心的平安， 也想
與周圍的人建立和平氣氛。 穿上這兩塊白
布並有平靜的心態， 兩者都說明進入了受
戒狀態（ihram）。 正常的歡愉之事在這個
時候是禁止的。 在前往麥加的路上， 朝覲
者的證書要經過沙烏地阿拉伯警方的查
驗， 只有真正的穆斯林才能進入聖城。 這
裡的住宿條件從最簡樸到最豪華， 各種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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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真理？
何謂正確？
何謂好或最好？
做了什麼？
摘自： Lloyd E. Kwast, "Understanding Culture" in Ralph D. Winter and
Steven C. Hawthorne,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rev. e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2),
pp. C3-C6.

次都有。 顯然， 詐取朝覲者的財物成了該
地區當地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但現在受

式上稱作奔走（Sa’y）。 這個特殊的儀式
是為了紀念易卜拉欣的奴妻夏芝蘭（夏

到政府的嚴格控制。 沙國政府還對衛生條
件進行嚴格的監管。

甲）和她的兒子易司馬儀（以實瑪利）。
他們母子倆在撒拉的堅持下， 被拋棄在荒

朝覲以對身體規定部位的淨洗儀式開

郊野外。 夏甲此刻的處境非常悲涼， 她的
兒子又快渴死， 據說夏甲在這兩山之間來

始。 隨後， 朝覲者進入神聖的克爾白天房
地帶， 經過平安門（Bab as-Salaam）， 再

回奔跑， 直到真主使地下冒出了泉水； 而
冒泉水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滲滲泉（Well

到易卜拉欣之地， 然後到達朝覲的中心目
標
令人敬畏的克爾白天房， 這正是穆

of Zamzam）。

斯林一生向此頂禮膜拜的地方。 有些朝覲
者可以進入天房內部， 而其他人只是用臉

朝覲儀式舉行到一半的時候， 朝覲者
進入麥加城外的帳篷裡， 要在慈悲山腳的

貼在牆上。 所有人都爭著想親吻放置在適
當高度， 巨大銀質支架上的聖黑石。

阿拉法特山谷舉行站立儀式。 這著名的
「站禮」要求持續站立整個下午， 在虔誠

接著就是塔瓦夫（Tawaf）儀式了，
即繞克爾白步行七周， 象徵著穆斯林此刻

者的腦海裡深刻地體會到真主與他們生命

將他們的思想轉向真主的方式。 完成了頭
三次規定的繞行之後， 朝覲者要拜訪希只

的同在， 深刻地感覺到真主對他們罪的寬
恕。 他們還記得穆罕默德來過這個地方，
並在此地發表了〈辭朝演說〉（Farewell

爾（al-hijr， 石穀）， 穆罕默德就是從這
個地方開始他那著名的夜行。 接著， 他們

Sermon）。 這個儀式意義深遠， 許多權威
人士均將之視為整個朝覲中的高潮或重

要在麥加城外的兩座山之間奔跑， 宗教儀

點。 到了晚上， 朝覲者會收集四十九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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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 聖經怎麼說？
聖經包含了類似於伊斯蘭教五大支柱的基督教訓戒。 這些訓戒為我們與穆斯林建立友
誼之橋提供了另一種方式。
1. 認信（念功， Shahada）
「以色列啊， 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申命記六 4）
2. 禱告（拜功， Salat）
「不住地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17）。
「你們禱告的時候， 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路口上禱告，
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禱告的時候， 要進你
的內屋， 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六 5-6）
3. 施捨（課功， Zakat）
「你們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識、 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 都格外顯出滿足來，
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 」（哥林多後書八 7）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
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六 3-4）
4. 禁食（齋功， Saum）
「你們禁食的時候， 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臉上帶著愁容； 因為他們把臉弄得
難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禁
食的時候， 要梳頭洗臉，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 你父在暗中察
看， 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六 16-18）
5. 靈程（朝覲， Hajj）
「親愛的弟兄啊， 你們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 這私欲
是與靈魂爭戰的。 你們在外邦人中， 應當品行端正， 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彼得前書二 11-12）「我們既有
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希伯來書十二 1）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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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 這是他們第二天早上要帶到米那
（Mina）去的， 為的是將這些石子投向代
表惡魔和牠的誘惑力的三根石柱。 透過投
石（Jamra）， 他們回想起以實瑪利差點
被他的父親亞伯拉罕用來獻祭的情形（有
些穆斯林學者認為以實瑪利是代替以撒獻
祭的）。 亞伯拉罕打敗了魔鬼易卜劣廝
（iblis）的誘惑， 易卜劣廝就逃走了。
在獻祭的地方宰殺小動物的儀式， 是
為了記念真主接受了亞伯拉罕用一隻公羊
代替他兒子獻祭的請求。 宰牲儀式之後，
男性的朝覲者需要剪髮。 朝覲早期階段對
於許多事項的禁令也解除了。 現在， 所有
的朝覲者返回麥加， 第二次繞行克爾白天
房， 然後趕快回到米那， 進行第二次的投
石儀式。 最後一次返回麥加要等到第十三
天， 第三次繞行天房， 朝覲者通過告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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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
人， 你們不要過分， 因為真主必定不
喜愛過分者。 你們在那裡發現他們，
就在那裡殺戮他們……你們當反抗他
們， 直到迫害消除， 而宗教專為真
主； 如果他們停戰， 那末， 除不義者
外， 你們絕不要侵犯任何人。
在別處， 我們看到有兩種人被列入戰
鬥目標之列
不信真主， 不遵真主戒律
的人（參古蘭經九 29）和基督徒， 即「以
物配主的人」（參古蘭經二 105）。 然
而， 必須指出的是， 多年來， 這個詞彙對
聖戰原始本意的強調， 即為主道奮鬥和付
出， 與對軍事性含義的強調是同等的。 伊
斯蘭教用刀劍逼迫人們皈依的現象並沒有

之後， 整個朝覲活動就完全結束。
然而， 聖訓教導朝覲者， 當他們在漢

被歷史所證實， 甚至近來有人將對以色列
的戰爭視為聖戰， 這種企圖也沒有得到太

志（Hejaz）地區時， 應當拜訪麥地那。 因
為穆罕默德被埋葬在麥地那清真寺圓頂之

多的附和。 然而， 在諸如利比亞和伊朗等
國家， 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重新抬頭，

下， 所以許多人都會拜訪麥地那。 而當朝
覲者在麥地那的時候， 他們也會參拜穆罕

也許意味著這個詞彙在當今的世代更回歸

默德妻子們和同伴們的墓地， 代他們禱
告。 此後， 朝覲者要盡可能快快地返回
家， 以免太熟悉聖物會減少它們的法力。
朝覲者回到家後， 會得到家人和朋友們的
衷心祝賀
， 還能擁有從前未曾體會的聲望
。

聖戰（Jihad）
聖戰有時被看作是穆斯林的另一大義
務， 甚至可能會將之視為第六大支柱。 它
被普遍解釋成是對不通道者所發起的信仰
之 戰； 但 更 基 本 的 意 思 是「為 主 道 而
戰」。 古蘭經二 190-193 概括出了其基本

到其軍事意義上去了。 最後還要注意的
是， 許多權威人士均將聖戰視為履行第一
大義務， 即見證信仰的一種特殊形式， 而
不是獨立的義務。
第三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Frithjof Schuon, Understanding Isla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2) , p.29. （可參閱
詞彙表中對於「善功」更全面的解釋）。
2. 古魯伯（Gustave von Grunebaum）的《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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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 默 德 節 慶》（Muhammadan Festivals）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1)， 對於伊
斯蘭教的一些主要宗教禮儀有很好的記述。
3. 由安全完成朝覲的西方人所作的經典論述，
是李察‧ 波頓（Richard Burton）的《至麥
地那與麥加之朝覲者的個人記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1855-56 頁。 1893 年版的兩

卷著作可在多佛爾（Dover）買到。 1974 年
十一至十二月號《沙烏地阿美世界》（Aramco World）期刊的內容， 專文報導朝覲。
其他相關文章， 可參閱 1978 年十一月號的
《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
最近的記述可見愛彌（Mohammed Amin）
的《麥加朝覲》（Pilgrimage to Mecca），
(London: Macdonald and Jane’s, 1978).

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
哈穆達（Hammudah Abdalati）
一個真正忠信的穆斯林相信以下幾
點主要的信條：
1. 相信唯一真主。 他相信真主是唯一的、
至上的、 永恆的、 無限的、 全能的、 至善
至慈的造物主和供養者。 為了使這個信仰
落實， 要求信徒完全信賴和寄望於真主，
服從他的意旨， 倚靠他的幫助。 這確保一
個人的尊嚴， 使他脫離恐懼和絕望， 遠離
罪惡和混沌。
2. 相信真主的使者。 他不作任何區隔的相
信所有真主的使者。 每一個所知的民族都
有一名真主所派出的告誡者或使者。 這些

同一民族派兩名或更多名使者。 古蘭經提
到了其中廿五位使者的名字， 穆斯林應相
信他們所有的人， 並接受他們是真主授權
的使者。 除穆罕默德之外， 他們是「民族
的」或「當地的」使者。 但他們的信息及
他們的宗教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稱為伊斯
蘭教， 因為都來自同一位神， 也就是真
主； 都服膺於同樣的目的， 即指引人類走
真主的正道。 所有的使者無一例外， 都是
凡人， 只是被賦予神聖的啟示， 受真主的
委派以履行某些任務。 在所有使者當中，
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封印的使者， 具有先
知身分的最高榮耀。 這不是武斷的態度，

使者是一切公正與良善的化身。 他們是由
真主揀選出來的， 教導人們並傳遞真主神

也不僅僅是隨口說說的信仰。 如同所有其
他伊斯蘭教的信條一樣， 它是一個可信

聖信息的人。 他們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
差派下來的， 每個我們所知的民族都有一

的、 合乎邏輯的真理。 這裡提及一些偉大
使者的名字可能也是很有用處的， 如挪亞

位或多位使者。 某些時期， 真主會同時向

和亞伯拉罕、 以實瑪利和摩西、 耶穌和穆

哈穆達是加拿大阿爾伯塔省伊斯蘭中心主任，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副教授， 及公認的伊斯蘭專家。 他
同時在許多機構擔任諮詢及顧問， 包括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 北美及國外， 是位赫赫有名的
講師及學者。
改編自 Hammudah Abadlati, Islam in Focus,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 1998), 11-22 頁， 蒙允使用。 www.amana-publications.com（中譯本： 阿布達拉提著， 馬凱南譯， 《伊斯蘭教精義》， 出版社： 馬凱南， 200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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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 願真主的平安和祝福臨到他們。
古蘭經這樣告誡穆斯林：
我們確信真主， 確信我們所受的
啟示， 與易卜拉欣、 易司馬儀、 易司
哈格、 葉爾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啟
示， 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 與眾
先知受主所賜的經典； 我們對他們中
任何一個， 都不加以歧視， 我們只順
真主。 （古蘭經二 136， 參三 84， 四
163-165， 六 84-87）
另外， 古蘭經還明確表述說， 作為宗
教， 伊斯蘭教的信息是先前所有啟示的高
峰。 真主說：
他已為你們制定正教， 就是他所
命令努哈的、 他所啟示你的、 他命令
易卜拉欣、 穆薩和爾撒的宗教。 你們
應當謹守正教， 不要為正教而分門別
戶。 以物配主的人們， 以為你所教導
他們的事是難堪的。 真主將他所意欲
者招致於正教， 將歸依他者引導於真
理。 （古蘭經四二 13）
3. 相信所有的經典和啟示。 作為第二信條
的結果，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所有的經典和
真主的啟示。 它們是導航燈， 是使者們所
領受的， 用以指引他們各民族行真主的正
教。 古蘭經中特別提到了易卜拉欣、 穆
薩、 達伍德和爾撒的經典。 但在古蘭經的
啟示降示給穆罕默德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
裡， 有些經典和啟示已經丟失或敗壞了，
其他一些則被遺忘、 忽視或隱藏。 保存至
今的唯一可靠和完整的經典就是古蘭經
了。 原則上而言， 穆斯林是信先前的經典
和啟示的。 但它們完整和原始的版本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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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呢？也許還在死海的海底， 可能還有很
多卷未被發現。 也許等到基督教和猶太教
的考古學家在聖地經過連續的發掘， 向公
眾展示完整和原始的證物時， 還能得到有
關它們的更多訊息。 對於穆斯林來說， 則
完全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古蘭經在他們手
上， 是完整的、 真實可信的， 毫無遺漏，
也不期待有更多的內容。 它的真實性無庸
置疑， 沒有一個認真的學者或思想家敢對
其真實性提出質疑。 古蘭經是真主讓它成
為這樣的， 他將它啟示出來， 並自己擔負
起保護它的責任， 使它不受任何形式的篡
改和敗壞。 所以， 古蘭經作為給穆斯林的
標準或規範， 所有其他經典都要按這個標
準來評判。 一切與古蘭經相符的都被接受
為神聖的真理， 一切不同於古蘭經的不是
被拒絕就是被擱置。 真主說： 「我確已降
示教誨， 我確是教誨的保護者。 」（古蘭
經十五 9， 參二 75-79； 五 13-14， 41，
45， 47； 六 91； 四一 43）
4. 相信天使。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真主的天
使。 他們純粹是屬靈的聖潔無邪的靈， 不
需要吃喝睡覺。 他們沒有任何欲望， 也沒
有物質需要。 他們日夜服事真主。 天使有
很多位， 他們各司其職。 如果我們用肉眼
看不到天使， 也沒有必要否認他們實際的
存在。 世上有很多事物是肉眼所不能見
的， 或是說難以感知的， 然而我們還是相
信它們的存在。 很多地方我們從沒有見
過， 有很多事物， 如空氣， 我們既不能用
肉眼看到， 也聞不到、 觸摸不到或品嘗
到， 更聽不到； 然而我們確實承認空氣的
存在。 信天使的依據源自於伊斯蘭教的這
個原則， 就是知識和真理不完全侷限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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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知的事物（參古蘭經十六 49-50； 廿
一 19-20）。

不好紀錄的人則會受到懲罰並打入地獄。
天堂和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能準確知道

5. 相信末日審判。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末日

並描述出來的唯有真主。 古蘭經和穆罕默
德的傳統中有一些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描

審判。 這個世界總有一天會走到盡頭， 死
去的人將會復活， 站著接受他們最後公正
的審判。 我們在今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有的每一個想法， 所移動的每一個腳
步， 所懷有的每一個思想， 所說過的每一
句話， 都會被數算並準確地記錄下來。 在
末日審判的那一天， 它們都會被拿出來點
算。 那些有好紀錄的人將獲得豐厚的報
酬， 並被熱烈歡迎入住真主的天堂； 而有

述， 但不能只按字面來理解。 穆罕默德
說， 在天堂裡， 有眼睛從未看過， 耳朵從
未聽過， 腦袋從未想過的東西。 然而， 穆
斯林相信做了善功的人一定會得補償和報
酬， 做了惡行的人必受懲罰。 這就是末日
審判， 是所有人類最後的歸宿。
如果有人認為他們聰明有餘， 能夠逃
脫因錯誤行為而受的懲罰， 正如他們有時
逃脫凡間法律的懲罰一樣， 那麼他們就錯

何謂「被禁止的」或「非法的」？
如同舊約律法中的禁令一樣， 伊斯蘭教也規定了哪些做法是被禁止的（haram， 非法
的）。 穆斯林必須借著真主的指引， 結合信心和行為（信仰和實踐）， 以實現真主的救
贖。 穆斯林委身於主道， 包括避免某些行為； 也要從事某些積極的實踐， 包括五大支柱。
為了保護人類不顛狂、 不墮落、 不軟弱、 不放縱、 不下流、 不迷亂， 伊斯蘭教在飲
食、 娛樂和性生活方面都規定了禁令。 下面列舉了一些：
• 所有使人醉的東西（葡萄酒、 烈酒、 啤酒、 各種酒類、 毒品等）。 （參古蘭經二 219，
四 43， 五 93-94）。
‧ 豬身上的東西及其肉製品（鮮肉、 燻肉、 火腿、 豬油）； 用爪或牙獵捕食物的肉食性
動物（虎、 狼、 豹等等）； 肉食性鳥類（老鷹、 禿鷹、 烏鴉等）； 齧齒動物、 爬行動
物、 蟲子等等， 還有死去的動物， 用不恰當的方式宰殺的鳥類（參古蘭經二 172-173，
五 3-6）。
‧ 一切形式的賭博和無益的運動（參古蘭經二 219， 五 93-94）
‧ 婚姻之外一切的性關係， 在公共場合一切誘惑人的， 或是會引起淫念和猜疑的， 或是
顯示無禮和不正經的談話、 走路、 眼神和穿著（參古蘭經廿三 5-7， 廿四 30-33， 七十
29-31）。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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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們不能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也如此僥
倖。 他們將毫無防備地被當場擄獲， 沒有
任何律師或辯護人可以為他們辯護。 他們
所有的行為都看在真主的眼裡， 被他的執
行官記錄下來。 同樣， 如果虔敬的人行了
善功來討真主的喜悅， 而在這個暫時的今
世似乎沒有得到讚賞或感激， 他們最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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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他做什麼都必然有好的動機和有意義
的目的。 如果我們確認這點， 我們就應當
真誠地接受他所計劃的一切， 儘管我們有
時可能並不能完全理解， 甚至認為它是不
好的。 我們應當對他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能接受他所做的一切， 因為我們的知識是

在審判日那天得到完全的補償和被公開地

有限的， 而且我們的思想是基於個人的考
量。 反之， 他的知識是無限的， 他的計劃

認可
， 審判都是絕對公正的。
。 對所有人而言
相信末日審判是解決我們世界中許多

是以全宇宙為出發點的。
這無論如何， 都不會讓人類成為宿命

疑難問題的最終答案。 有些人犯了罪， 忽
略了真主， 沉迷於酒色， 然而他們似乎在

論者或任由擺佈的無助者。 它只是在真主
所關注的事和人類的責任之間劃分了一條

事業上非常成功， 生活也很豐裕； 也有一
些善良並謹記真主的人， 他們誠實的努力
在今世換來的報酬卻似乎較少， 遭遇的苦

界線。 因為我們生來就是有限的， 所以我
們在能力和自由度上都有侷限性。 雖然我

難反而較多。 這與真主的公義相矛盾， 很
讓人困惑不解。 如果犯罪之人可以安然逃
脫人世間的法律， 而且還過得更富裕優
越， 那麼給良善之人留下的是什麼？促使
人們積極向善的動力是什麼？一定要有什
麼懲惡揚善的辦法。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做
到這一點（我們知道沒有經常或馬上就能
做到）， 總有一天一定會做到的， 就是末
日審判這一天。 這不是寬恕世間的不公或
容忍這種鬧劇， 也不是為了麻痺被剝削者
或寬慰剝削者； 而是警告脫離正道的人，
提醒他們： 真主的公義遲早會完全顯明。
6. 相信真主無限的能力和計劃。 真正的穆
斯林相信， 真主永遠全知全能， 可以安排
和執行他的計劃。 真主對這個世界並不是
漠不關心的， 也不是無動於衷的。 他的知
識和能力一直都在運作， 以維持他廣闊無
疆的世界有序運轉， 並保持對他的創造之
物完全支配自如。 他是英明而有愛心的，

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然而他慈愛地只要
我們為所能做的事擔負責任。 我們做不了
的事， 或者他自己做的事， 則不在我們的
責任範圍之內； 他是公義的， 給了我們有
限的能力來匹配我們有限的本性和有限的
責任。 另一方面， 真主有無窮的知識和能
力來執行他的計劃， 並不妨礙我們在有限
的能力範圍內執行自己的計劃。 他乃是告
誡我們去思考、 去計劃、 去作出最佳的選
擇。 但如果事與願違， 我們也不應失去信
心， 或陷入精神緊張和煩惱的深淵。 我們
應一次次地爬起來再試， 如果結果還是不
盡人意， 那麼我們當知道我們已經盡了最
大的努力了， 並不需要為這個結果負責，
因為超越了我們能力和責任範圍的事情，
就只屬於真主了。 穆斯林稱這個信條為前
定論（qadaa, qadar）， 簡單說來， 就是真
主無窮的知識預定了萬物， 萬事只歸真主
裁決（參古蘭經十八 29， 四一 46， 五三
33-62， 五四 49， 六五 3， 七六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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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信生命的目的。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
真主的創造是有意義的， 生命有超過人類
身體需要和物質活動的莊嚴目的。 生命的
目的就是敬拜真主。 這不是簡單地理解為
我們必須一生都持續地隱居和絕對地靜悟
沉思。 敬拜真主就是去瞭解他、 愛他， 並
服從他的命令， 將他的律法用在生命的每
一方面， 透過行善棄惡來服事他的事業，
公義地對待他， 及對待我們自己和其他

地被賦予了榮譽和尊嚴。 這就是伊斯蘭教
中人類的地位； 不是從生到死一直受譴責
的種族， 而是一個有威嚴、 有能力創造崇
高成就的種族。 真主從人類當中揀選使者
的這個事實， 就證明了人類是值得信賴的
是能幹的， 也證明了人類可以獲得極大的
充滿良善的寶藏（參古蘭經二 30-34， 六
165， 七 11， 十七 70-72、 90-95）
9. 相信伊斯蘭教是全世界的宗教。 真正的

人。 敬拜真主就是要活出生活， 而不是逃
避生活。 總之， 敬拜真主就是要將他至高

穆斯林相信， 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是穆斯
林。 這裡的意思就是， 人的出生過程符合

的品性滲透進我們的生命中。 這絕不是一
句簡單的口號， 也不是將事情過度簡化。

真主的旨意， 是實現他的計劃， 和對他命
令的服從； 還意味著每一個人被賦予了屬

它乃是最全面、 最根本的。 所以， 如果生
命有了目的， 如果人的被造就是為了服務

靈潛質和知識傾向， 如果他有正當途徑接
觸伊斯蘭教， 並任其發展內在本性， 就可

於這個目的， 那麼他就不能逃避責任， 他
就不能否認他的存在， 或忽視他所必須扮

以成為一個好的穆斯林。 只要以恰當的方
式向他們介紹伊斯蘭教， 許多人都會欣然

演的重大角色。 當真主要予以他任何責任
時， 他必定會提供給他所有必需的幫助。

地接受伊斯蘭教的， 因為它是真主為那些
想滿足道德和精神需要， 想滿足本能願望

真主賦予他才智和能力來選擇他的行為過

的人， 為那些無論是從個人或是社會， 無
論是在國內或是國際， 都想過一種富有建

程。 因此， 真主強烈建議人要發揮其極
至， 以完全服務於其存在的目的。 他若是
未能做到， 或是濫用他的生命， 或是忽略
他的義務， 就該為他的錯誤行為對真主負

設性和健全生活之人而制定的準則。 這是
因為伊斯蘭教是全球的宗教。 真主是人性

責（參古蘭經廿一 17-18， 五一 56-58， 七

的締造者， 他知道什麼對於人性是最好的
（參 古 蘭 經 三 十 30， 六 四 1-3， 八 二

五 37）。

6-8）。

8. 相信人類高貴的地位。 真正的穆斯林相

10. 相信自由、 責任和罪。 真正的穆斯林
相信， 每個人生來即是脫離了罪惡， 也沒

信， 人類在所有已知的受造物中享有最高
級別的地位。 人佔有與眾不同的地位， 因
為只有人類被賦予了理性的本領、 屬靈的
願望和行動的能力。 但他的層級越高， 責
任也就越大。 他在地上擁有真主的管轄
權。 真主委任的， 作他的執行代理的那個
人必須有某些能力和權柄， 並且至少潛在

有任何繼承而來的美德， 他就像一本空白
的書。 當人達到了成熟的年齡， 只要他發
育正常、 身心健全， 就應該為他的行為和
想法負責。 人無罪， 直到他犯了罪為止；
不但如此， 他還可以根據他自己的責任、
按照他的計劃， 自由地做事。 這雙重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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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脫離了罪的自由和做有效事情的自由
‧ 使穆斯林的良知擺脫了遺傳而來之罪的
沉重壓力。 它使人的身心從擔心原罪教義
的不必要緊張情緒中釋放出來。
伊斯蘭教的這個自由觀念， 建立在真
主的公義原則和個人直接對真主負責的這

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穆斯林認為， 如果
阿丹（亞當）確已犯了第一宗罪， 那麼要
贖罪也是他自己的責任。 有些假設如真主
不能寬恕阿丹， 必須要別人來為他贖罪；
或是阿丹並未祈求寬恕， 或祈求了但真主
沒有同意等等， 這些假設都是極不可能
的， 都背於真主的公義和仁慈， 也不符合
他的寬恕特質， 與他有寬恕的大能相矛
盾。 產生這種假設的人是對常識的無禮藐
視， 是對真主概念的公然違背（參上文第
九 條； 古 蘭 經 四 一 46， 四 五 15， 五 三
31-42； 七四 38）
基於這種理性的考量及古蘭經的權
威， 穆斯林認為亞當意識到了他所犯的
罪， 如同任何一個明智的罪人一樣， 向真
主祈求寬恕。 同樣地， 穆斯林也認為， 至
善至慈的真主寬恕了亞當（參古蘭經二
35-37， 二十 117-220）。 因此， 穆斯林不
可能接受這種說法： 認為亞當和全人類一
起受到譴責， 並未被寬恕， 直到耶穌來為
他們贖罪。 所以， 穆斯林並不認為耶穌死
在十字架上， 只是為了一次性的永遠贖去
人類所有的罪。
在此， 讀者必須警惕， 以免得出任何
錯誤的結論。 穆斯林並不相信耶穌被祂的
敵對者釘死在十字架上。 因為十字架受難
教義的基礎違背真主的仁慈和公義， 也違

© Caleb Project

個基礎之上。 因為沒有人能贖另一人的
罪， 每個人必須擔負起自己的擔子， 為他
新德里（Delhi）的古蘭經課程

背了人類的邏輯和尊嚴。 然而， 對這個教
義的不信任， 絲毫沒有減少穆斯林對耶穌
的尊重， 沒有降低耶穌在伊斯蘭教中的崇
高地位， 也沒有絲毫動搖穆斯林認為耶穌
是真主之傑出先知的信仰。 反而透過對這
個教義的拒絕， 穆斯林以更高的敬意接受
耶穌， 將祂最初的信息視為伊斯蘭教的必
要組成部分。 所以， 讓我重申一次， 要成
為穆斯林， 必須毫無區別地接受和尊重真
主所有的先知。
11. 因著信仰和實踐就能得拯救。 真正的
穆斯林相信， 人類必須透過真主的指引才
能得拯救。 這句話的意思是， 為了得著救
贖， 人們必須將信心和行動作結合， 將信
仰和實踐作結合。 有信心而沒有行動， 與
有行動而沒有信心， 一樣都是不夠的。 換
句話說， 當一個人對真主的信心成了他生
命的動力， 並且他的信仰轉化為現實的時
候， 才能得著拯救。 這完全與伊斯蘭教的
其他信條協調一致。 它表明了真主不接受
口頭上的服事， 就信仰的實際要求而言，
真正的信徒就不能漠不關心。 它還表明，
沒有誰能代表另一個人來做這些事， 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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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真主之間作協調（參古蘭經十 9-10，
十八 30， 一○三 1-3）。
12. 未接觸者無罪。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
真主向一個人顯明真道之後， 才會要求他
負責。 所以真主才要差派許多的使者和啟
示下來， 而且他也明確表示， 在給予指引
和警告之前所做的事是不受懲罰的。 所
以， 一個人若是從未接觸過任何真主的啟
示或使者， 或那個人是神智不健全者， 那
麼他不用為違背真主的指示而承擔責任。
這樣的人僅僅要為沒有做正確的常識叫他
做的事情負責。 但一個人若是明知道真主
的律法還故意違犯， 或是背離了他的正
道， 那麼他就要為他的錯誤行為受到懲罰
（參 古 蘭 經 四 165， 五 16、 21， 十 七
15）。
這一點對於每個穆斯林來說， 是非常
重要的。 世界上有許多人從未聽過伊斯蘭
教， 也沒有辦法瞭解它。 這樣的人可能是
誠實的人， 如果他們認識了伊斯蘭教， 也
許會成為好的穆斯林； 如果他們不知道，
也沒有辦法知道伊斯蘭教， 他們也不必為
沒有成為穆斯林而負責。 反之， 有條件向
這樣的人群展現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如果
沒有邀請他們加入伊斯蘭教並向他們宣揚
伊斯蘭教， 就要為此擔負責任。 這要求地
球上的每一個穆斯林不僅要在口頭上宣講

果人類生來就是無可救藥的， 不可能改過
自新， 那麼有絕對智慧的真主要如何委以
他重任， 怎能叫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如
果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真主怎麼還會那麼
做？真主看顧人類並且為人類的利益著
想， 這個事實證明了人類既不是無助也不
是無望的， 而是慕善、 向善的。 有了對真
主正確的信仰和對人類應有的信心， 即使
在我們這個時代， 奇蹟也肯定會發生。 要
恰當地理解這點， 我們必須仔細地閱讀古
蘭經中的相關章節， 並思考它們的含意。
14. 信仰要藉著確信來完全。 真正的穆斯
林相信， 盲目地跟隨或毫無疑問地接受
（除非信徒相當地確信）某個信仰， 便是
不完全的信仰。 如果這個信仰是激發行動
的， 並且如果信仰和行動是引向救贖的，
那麼這個信仰必定是沒有任何欺騙或強
迫， 是建立在不可動搖的信念基礎。 換句
話說， 如果一個人因為他的家庭傳統， 或
是在被強迫下接受了伊斯蘭教， 抑或是盲
目地仿效而稱自己是穆斯林， 那麼他在真
主眼裡可不是一個完全的穆斯林。 一個穆
斯林必須將他的信仰建立在基礎牢固的信
念之上， 以消除任何合理的懷疑和不確
定。 如果他對他的信仰不敢肯定， 那麼真
主會邀請他到敞開的自然之卷裡探尋， 使
他運用推理能力來思考古蘭經教義。 他必

伊斯蘭教， 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的活出來
（參古蘭經三 104， 十六 125）。

須尋找那無可爭辯的真理， 直到找著為
止。 如果他有足夠能力也夠認真， 終究能

13. 性本善。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 真主所
創造的人性良善多於邪惡， 成功改過的可

夠找到（參古蘭經二 170， 四三 22-24）。

能性大於絕望失敗的可能性。 這個信仰源
自於真主分派給人類某些任務， 並派使者
帶來啟示， 以作為人類的指引之事實。 如

這就是伊斯蘭教主張要有牢固信念，
並反對盲目仿效的原因。 伊斯蘭教教導每
一個真正熱心的思想家能完全發揮他的才
能。 但如果一個人無法勝任或對自己沒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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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信心， 那麼他應當只在他有限的範圍內
追求他的思想。 這樣的人應該依靠可靠的

定的信念之上。 因為伊斯蘭教只有建立在
堅定的信念和自由選擇之上時， 才是完全

宗教來源， 這些宗教來源本身已經很足夠
了， 他不需要再妄加判斷， 因為他沒有能

的。 不能將此信仰強加給任何人， 因為真
主不會接受強迫的信仰。 如果不是發自內

力判斷， 這是非常合乎常理的。 沒有誰能
稱自己是個真正的穆斯林， 除非他消除了

心的自由和健全的信念， 真主也不會認為
那是真正的伊斯蘭教。 因為伊斯蘭教確保

腦子裡的一切疑慮， 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堅

信仰自由， 許多非穆斯林群體因此一直居

家庭和孩子
你的主曾下令說： 你們應當只崇拜他， 應當孝敬父母。 如果他倆中的一人或者兩
人在你的堂上達到老邁， 那末， 你不要對他倆說： 「呸！」不要喝斥他倆， 你應當對
他倆說有禮貌的話。 你應當必恭必敬地服侍他倆， 你應當說： 「我的主啊！求你憐憫
他倆， 就像我年幼時他倆養育我那樣。 」（古蘭經十七 23-24）
穆斯林在家庭和社區內很重視相互依賴的關係。 大家庭可能都是住在一起， 許多穆斯
林在他們自己家族的產業裡上班。 通常由集體作決定， 且主要是由男人作出決定。 穆斯林
婦女可以獨自作決定， 只要這些決定不與家庭領導層的意見相矛盾。
為了保證單身女子不落單， 她們的婚姻很可能由父母或親戚們按排。 在只有婦女和孩
子時， 女家長制盛行。 在丈夫對待婆婆比對待妻子更好的情況下， 為人妻者往往壓力很
大。
許多穆斯林婦女認為， 在家裡照顧整個家庭的飲食起居， 是件很光榮的事。 （參〈榮
譽與恥辱〉一文。 ）婦女在對孩子進行伊斯蘭式的教養方面， 具有很大的影響。 男孩一般
都比女孩受寵。 如果一個人的妻子不能生育， 男人會感到很羞恥； 反之， 若是生了男孩，
則會大大地慶祝一番。
儘管有許多表面的束縛， 成千上百的穆斯林母親都會受到丈夫和孩子的愛護和尊重，
甚至一直到老。 穆斯林很難理解為什麼有的老年婦女被送進安養院， 與他們家庭分開， 由
陌生人照料。 穆斯林孩子有責任撫養他們年邁的雙親， 有義務盡可能地讓他們過舒適的生
活。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進深閱讀
Miriam Adeney, Daughters of Islam: Building Bridges with Muslim Wome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www.iv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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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穆斯林國家， 享有完全的信仰和意識
自由。 穆斯林能採取這種態度， 是因為伊

和永恆幸福的最佳指南。 古蘭經裡的每一
個字都是真主的話， 每一個響聲都是真主

斯蘭教禁止宗教上的強迫。 它是從裡面發
出的光芒， 因為自由選擇是責任的基石。

聲音的真實迴盪。 古蘭經是最初也是最可
靠的伊斯蘭教來源。 它是用阿拉伯語來啟

這並非表示父母對他們子女沒有責任， 也
並不表示可以寬恕他們對子女屬靈上的漠

示的。 它現在仍然， 並且還保持了其原始
和完整的阿拉伯語版本， 因為真主自己已

不關心。 實際上， 他們必須做好一切， 盡
可能幫助子女建立堅定的屬靈信仰。

承擔起保護古蘭經的責任， 讓它永遠成為
人類最好的指南， 捍衛它不受敗壞（參古

要在牢固的基礎上建立信仰， 有各種
可以同時選擇的方法， 比如屬靈的方法，

蘭經四 82， 十五 9， 十七 9， 四一 41-44，
42:7， 52-53）。 1

主要是依據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傳統。 還
有理性的方法， 最終也會引向相信真主。

16. 穆罕默德傳統（聖訓）： 伊斯蘭教第

這裡不是說屬靈方法就缺乏充分的理性，
也不是說理性方法就脫離了啟迪性的靈
性， 兩種方法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如果一
個人有充分的理性， 他可能會採取理性的
方式， 也可能會採取屬靈的方式， 或是兩
者兼具， 並對他結論的正確性充滿自信。
但如果一個人無法徹底地清楚明白， 或是
對自己的推理能力缺乏自信， 他可能會採
取屬靈的方式， 滿足於從宗教經典中所得
到的知識。 在此是指無論你是使用屬靈的
方式或是理性方式， 抑或是兩者兼具， 你
最終都會相信真主。 所有這些方式都同等
重要， 都被伊斯蘭教所接受。 如果引導得
當， 最終的結果均是相同， 即相信至高者
（參古蘭經五 16-17， 十二 109， 十八 30，
五六 80-81）。
15. 古蘭經： 真主唯一完美的話語。 真正
的穆斯林相信， 古蘭經是真主的話語， 透

二大來源。 真正的穆斯林相信， 古蘭經和
穆罕默德傳統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 古蘭
經是真主的話語， 而穆罕默德傳統是古蘭
經在實踐中的解釋。 穆罕默德所發揮的作
用是傳達他所領受的古蘭經信息， 並解
釋、 全面地實踐古蘭經。 他的解釋和實踐
彙集起來， 就成了我們所知的穆罕默德傳
統。 它們被當作是伊斯蘭教的第二大來
源， 並且必須與第一大來源， 也就是當作
標準和準則的古蘭經完全協調一致。 如果
傳統和古蘭經之間有任何矛盾或不一致之
處， 那麼穆斯林只以古蘭經為準， 並將其
他說法當作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因為沒有
一個真正的穆罕默德傳統是與古蘭經不一
致的。

評論
在討論這部分伊斯蘭教的主要信條

過天使吉卜利里（加百列）啟示給穆罕默

時， 我們刻意介紹了不同於傳統的陳述。
我們不將之限定為五大或六大信條， 而是

德。 古蘭經是一點一滴地在各種場合裡逐
漸啟示出來的， 為要回答疑問、 解決問

盡可能地包含更多的信條。 但這裡必須指
出的是， 以上提到的所有信條都是以古蘭

題、 平息爭端， 成為人類追求真主的真理

經教義和穆罕默德傳統為基礎的， 或是直

第三課 伊斯蘭信仰

接源自於它們。 本來可以引用更多的古蘭
經經文和傳統， 以表明這些信條的基礎來
源， 但由於篇幅所限， 此處就省略了。 然
而， 若要詳細考究， 可以直接拿古蘭經和
聖訓作參考。
我們儘量少用西方的一些術語和專業
語言， 比如「前定」、 「宿命論」、 「自
由意志」等等。 我們刻意這麼做是想避免
混亂和太過學術化。 當大部分在非阿拉伯
語人群中所使用的宗教術語應用於伊斯蘭
教的時候， 都會產生誤解， 並可能留下錯
誤的印象。 如果採納外來宗教的術語並應
用於伊斯蘭教， 便不可能表達本書的目
的。 如果我們在此使用外來宗教術語， 那
麼我們就得附加許多的條件和評論， 以澄
清伊斯蘭教的面貌， 而這也會增加篇幅。
所以， 我們儘量用普通淺白的言詞來進行
詮釋。
章節附註
1. Greg Livingston, Planting Churches in Muslim
Citie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p. 183.
2. Bruce McDowell and Anees Zaka,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t the Table, (Phillipsburg, N.
J.: P & R, 1999), p. 72.
3. Sahin Bukhari 所著的 The Collection of Hadith, 由 Abu al-Minhal 誦讀； 第 1 卷， 第 10
部， 516 節。
4. Frithjof Schuon, Understanding Islam, Balti-

137

more: Penguin Books, 1972), p. 29.（可參閱
詞彙表中對於善功的詳細解釋。 ）
5. Gustave von Grunebaum 的 Muhammadan
Festivals,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1)， 對伊斯蘭教的一些主要宗教禮儀有
很好的描述。
6. 由安全完成朝覲的西方人所作的經典論述是
Richard Burton 的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1855-56
頁, 1893 年版的兩卷著作可在多佛爾買到。
《沙 烏 地 阿 美 世 界》（Aramco World）
1974， 十一至十二月號期刊專文報導朝覲。
其他相關文章， 可參閱 1978 年十一月號的
《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期刊。 最近的敘述可見愛彌（Mohammed
Amin）的《麥加朝覲》（Pilgrimage to Mecca）， (London: Macdonald and Jane’s,
1978).
7. 在見證真主保存原始信息方面， 古蘭經是人
類歷史上唯一的經典， 一直是以完全原始的
形式保存下來的， 在風格甚至標點符號上都
沒有絲毫的改變。 古蘭經的記錄、 章節的彙
編以及文本的保存歷史是不容任何置疑的，
不但在穆斯林腦海裡， 而且在誠實認真的學
者當中都是這麼認為的。 這是歷史事實， 沒
有一個學者， 不管他來自於哪種信仰， 只要
他尊重他的知識和人格， 都不會對此提出疑
問。 事實上， 它就是穆罕默德持續的神蹟，
即使集中所有人類的智慧也創作不出一章像
古蘭經那樣的傑作。 （參古蘭經二 22-24，
十一 13-14， 十七 88-89）
第三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138

斳雓 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續）
哈穆達（Hammudah Abdalati）

信仰的概念
一些人可能認為一個人成為穆斯林，
就是他願意承認和相信真主的獨一性， 相
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 但這
與真正的伊斯蘭信仰（IMAN）相差太遠
了。 伊斯蘭信仰的全部意義並非只是一些
名義上或禮儀的方式。 伊斯蘭信仰是一個

（個人或團體）的人， 最少是全年淨值
收入的 2.5%（若是從商者， 就是股市的
總價值）， 即扣除了所有的開支和貸款
之後。
6. 凡透過合法途徑伸張正義和多做好事、
對抗邪惡和錯誤的人。
7. 凡順服真主和他的使者

穆罕默德、
凡在引用古蘭經時倍感能力加添， 及提

快樂的狀態， 源自積極的行動、 建設性的
概念， 以及動態、 高效的標準。

到真主的名字時心存謙卑的人。
8. 凡盡心盡力愛真主及他的使者， 為了真

真信徒的特質

主的緣故真誠地愛他的夥伴的人。
9. 凡愛他的不論近或遠的鄰舍， 真誠地善

神聖的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 確
定了真信徒和信仰得以建立的標準：

待客旅， 特別是客旅的人。
10. 凡說真理及只參與好的談話、 遠離惡

1. 凡相信真主、 他的天使、 他已經在古蘭
經裡完成的天經）、 使者、 穆罕默德是
最後一位使者、 最後的審判日， 及真主
的全知與全智的人。
2. 凡常常信靠真主， 對真主有堅定不移之
信心的人。
3. 凡按著真主所定方式生活的人， 包括財
富、 生活、 健康、 知識、 經歷， 以及其
他方面。
4. 凡規律地遵守每天的拜功， 以及參加每
星期和每年的聚會的人。
5. 凡付宗教稅（Zakat）給合法的受益人

談的人。
只有這等人是信士： 當記念真主
的時候， 他們內心感覺恐懼； 當宣讀
真主的跡象的時候， 那些跡象增加了
他們信仰， 他們只信任他們的主； 他
們謹守拜功（已經命令他們的）， 並
（為神的緣故）分捨我所賜予他們的
財物。 這等人確是信士， 他們將來在
主那裡得享受許多品級、 饒恕和優厚
的給養。 （古蘭經八 2-4）1
信道的男女互為保護人， 他們勸
善戒惡， 謹守拜功， 完納天課， 服從

哈穆達是加拿大阿爾伯塔省伊斯蘭中心主任，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副教授， 及公認的伊斯蘭專家。 他
同時在許多組織擔任諮詢及顧問， 包括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 北美及國外， 是位赫赫有名的
講師及學者。
改編自 Hammudah Abadlati, Islam in Focus,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 1998), 23-40 頁， 蒙允使用。 www.amana-publications.com（中譯本： 阿布達拉提著， 馬凱南譯， 《伊斯蘭教精義》， 出版社： 馬凱南， 200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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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及其使者， 這等人真主將憐憫他
們。 真主確是萬能的， 確是至睿的。

學習及掌握， 足以用任何的語言來傳達古
蘭經中靈性的力量和魅力。 古蘭經是真主

真主應許信道的男女們將進入下臨諸

所啟示的， 是不能模仿的， 人的想像和能
力不可能再造任何一個類似的東西。 在某

河的樂園， 並永居其中， 他們在常住
的樂園裡（那裡有河流）， 將有優美
的住宅， 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悅。 這
就 是 偉 大 的 成 功。 （古 蘭 經 九
71-72）
信士， 只是確信真主和使者（穆
罕默德）， 然後沒有懷疑， 能以自己
的財產和生命為主道而奮鬥的人； 這
等人， 確是誠實的。 （古蘭經四九
15）
穆罕默德的聖訓（Hadith）中， 也提
到了「真信仰」：
沒有任何人可以成為真信徒， 除
非他愛他的信徒朋友如同愛己一樣。
真信仰有三種特質表現， 誰得著
了， 就可以真正地感到信仰的甜美。
它們 是： (1)盡所能地愛真主和他的使
者； (2)單單為真主的緣故愛他的夥
伴； (3)如同會被丟進火獄般地迫切恨
惡與對抗背棄信仰的人。
凡相信真主及末日審判， 禁止傷
害他的鄰舍， 慷慨對待客旅， 特別是
異鄉客， 以及談論真理， 否則就戒絕
的人。
還有許多的經文和言行錄都提到類似
以上的教導。 但我們必須知道的是， 這些
引文是不能， 也不可能和古蘭經與穆罕默

個層面來說， 這穆罕默德的聖訓和古蘭經
的真實性一樣， 因為在古蘭經之後， 聖訓
的話語就是最富於表現力和確實的。

2

公義的概念
伊斯蘭教常常警誡並反對表面的概念
和禮儀， 反對沒有生命的形式和沒有果效
的信仰。 在一處具代表性的經文中， 真主
解釋有關公義的完整意思， 即 birr， 如下：
你們（在祈禱時）把自己的臉轉
向東方和西方， 都不是正義。 正義是
信真主， 信末日， 信天神， 信天經，
信先知， 並將所愛的財產施濟親戚、
孤 兒、 貧 民、 旅 客、 乞 丐 和 贖 取奴
隸， 並謹守拜功， 完納天課， 履行約
言， 忍受 窮 困、 患 難 和戰 爭。 這等
人， 確是忠貞的； 這等人， 確是敬畏
的。 （古蘭經二 177）
在這一節經文中， 它對公義有美麗及
清楚的形容。 他必須遵守所有有用的條
規， 他必須有真誠的動機， 為了真主的緣
故愛真主及愛他的夥伴。 這裡有四個要
素： 一， 我們的信仰必須是真實和真誠
的； 二， 在對夥伴的良善和仁慈的行為
上， 必須準備活出我們的信仰； 三， 我們
必須是好公民， 支持慈善團體和社會的組

德所用的字詞（事實上他們是根據阿拉伯

織； 四， 在任何情況下， 我們的信仰都必
須堅定不移。

原文的讀法。 ）是完全一樣的。 原因很簡
單： 沒有任何的翻譯， 不論他多麼努力地

所以， 非常清楚的是公義不單只是說
空話， 還必須是建立在極強的信仰和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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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恆的行動上。 它必須涵蓋個人的思想和
行動， 並且延伸到他裡外的生命、 個人和
公共事物。 當伊斯蘭教建立其公義的原則
時， 它讓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平安， 社

喜愛行善者的。 敬畏者， 當做了醜事
或自欺的時候， 記念真主， 且為自己
的罪惡而求饒
除真主外， 誰能赦
宥罪惡呢？

他們沒有明知故犯地

會在不同層面可以安定、 國家團結， 國際
間的團體也有希望與和諧。 如果人們都實

怙惡不悛。 這等人的報酬， 是從他們
的主發出的赦宥， 和下臨諸河的樂

踐伊斯蘭教的公義， 那麼生命將會是充滿
和平與幸福的！還有什麼比信靠這樣一位

園， 他們得永居其中， 遵行者的報酬
（及 努 力）真 優 美！（古 蘭 經 三

創造者， 並將生命投入到這麼有價值的事
情當中， 來得更有保障呢？還有什麼比救

134-136）

援被征服者的苦難、 緩和被剝削者的痛
苦， 及回應無助者的需要更人道呢？還有
什麼比履行合約、 保存清潔的良心、 維持
廉潔更有組織及誠實呢？還有什麼比為了
愛真主而定期地實行這一切， 而更加有屬
靈的喜樂呢？

虔誠的概念
所說的信心和正直， 總括說來就是真
正的虔誠， 即 taqwa（對真主的敬畏）
。真
正的虔誠不是隨便的宣稱和口頭的承認，
而是更加地嚴肅。 像往常一樣， 古蘭經是
最好的來源， 當說到虔誠時其描述如下：
……他們確信幽玄（蒙真主所教

在上述的經文中， 我們發現虔誠需要
正確地使用心志， 去擷取真主的真理和生
命； 在所有的經文中， 都能用真主正確的
方法來運用財富； 以及正確地運用靈力和
體力來履行拜功； 虔誠是寬恕和忍耐的道
德能力， 和心中強烈地為罪感到遺憾和後
悔、 願意回到真主的意願。 虔誠的人具備
真正、 良好的信念、 決心、 品格、 意志和
勇氣； 最重要的， 他是屬於真主的人。 虔
誠、 正義和有意義的信仰是彼此相聯的，
殊途同歸的， 都引人歸向伊斯蘭教， 使真
正的穆斯林得著建造。

先知的概念

導）， 謹守拜功， 並分捨我所給與他
們的。 他們確信降示你（穆罕默德）

慈悲憐憫的真主在歷史的不同時刻，
已經差派了不同的先知； 每一個已知的國
家都已經有一位或更多的先知， 所有真主

的經典， 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經典， 並
且篤信後世。 這等人（在他們的心

的先知也都有高尚和令人尊敬的品格。 真
主揀選及預備他們來傳遞他的信息給人

裡）， 是遵守他們的主的正道的； 這
等 人， 確 是 成 功 的。 （古 蘭 經 二

們。 他們的公正和誠實、 聰明和廉潔， 都
是無庸置疑的。 他們是無誤的， 因此他們

3-5）
敬畏的人（可以自由地行出真主

沒有犯罪或違反真主的律法。 但在身為人，
他們可能在一些事物的決定上會犯無心的

的道）， 在康樂時施捨， 在艱難時也
施捨， 且能抑怒、 又能恕人。 真主是

錯。 他們個人的判斷不一定都是對的。
真主差遣這些先知， 是要清楚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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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和地上之間， 真主和人之間有很強
的聯繫。 意思是指人是可以被感化的， 而

真主賜給人的， 他是唯一有權利將它收回
的。 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毀滅生命。 因此伊

且在他裡面有許多良善。 先知身分的目的
是要肯定什麼是人已經知道或可以知道

斯蘭教禁止所有的自殺和自我毀滅， 當所
親愛的靈魂離世後， 會宣揚他的忍耐和信

的， 和教導他什麼是靠他自己不知道或不
能知道的； 先知也是要幫助人找到直通到
真主那裡的道路， 以及做對的事和避開錯

心。 當一個殺人犯在接受懲罰被殺後， 他
的生命就會按照真主的律法被真主取走。

的事。 先知制度是要有力地表達真主對受
造者的愛， 以及他的心意， 要帶領他們在

當真主賜給人生命， 他並非徒然賦予
人獨一無二的特質和無比的能力， 也並非
徒然賦予他們一些責任， 真主乃是要幫助

正確的信仰和行為上。 這裡特別強調真主
對人的審判， 因為他已經先給他們真正的

人們完成生命的目的及實現存在的目標。
他要幫助人們學習創意的生活藝術， 並順

指導， 並要人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他
透過先知警告他們， 如果人不能看到他錯

服真主的引導享受生命
，
。 生命是信靠真主
人只不過是管家， 他必須誠實及盡心地管

誤行為的危險性， 他的行為將會被懲罰。
人完全根據真主的慈愛和公義， 以及人的

理所託付他的， 並要顧及真主及負責任。
生命就好像一個旅程， 有起點和終

價值和能力來向他的主負責。
先知的根源和所有的幫助者都是同樣

點。 這只是一個過渡期， 是死後的生命，
永生的引言。 在這個旅程中， 人只不過是

的： 那就是真主。 他們的目標是事奉真
主， 使人熟悉真主和他神性的教導， 建立

客旅， 他只需要關心什麼是對他未來生命
有用的。 換句話說， 他必須竭盡所能地行

真理， 幫助人明白他存在的意義， 幫助他
活出有目標的生活。 因此穆斯林不排斥先

善， 完全預備自己任何時刻步入永恆。 他
必須視世上的生命好似一個給予他的機

知， 他們接受先知的教導是有著持久和補
充意義的。 因此， 穆斯林相信所有真主的

會， 竭盡所能地做到最好。 因為當他必須
離開這世界的時刻， 就是一秒也不容拖

天經， 和接受真主所提到的所有的先知。

延。 如果他的時期已經逾期了， 那麼就來
不及補救或延期了。 因此， 生命最好的投

生命的概念
生命是真主智慧和知識的彰顯， 生動
地反映了他的藝術和能力。 他是生命的給
予者和創造者。 沒有任何東西是偶然而存
在的， 也沒有任何人創造自己或其他人。
生命是寶貴及無價的。 沒有任何通情達理
或正常的人在有選擇下， 會希望失去生
命。 雖然有些人慢性自殺， 渴望取走自己
的性命， 但總在最後一分鐘決定要重獲生
命， 希望再有第二次的機會活著。 生命是

資， 就是活出真主的教導， 以及讓它成為
永生的安全橋樑。 因為生命是一個帶領我
們前往終極的極重要管道， 伊斯蘭教列出
完整的規則和原則， 告訴人們應如何生
活， 什麼是可取或可棄的， 什麼是該做或
禁止做的等等。 所有人都是從真主而來
的， 無可置疑地也都必須回到真主那裡。
先知穆罕默德曾智慧地勸勉人在今世應視
自己為客旅， 或只是客旅途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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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概念

穆斯林（那些願意順服， 將主權交給真主
的人）。 所以伊斯蘭教曾經， 也將繼續是

俯瞰整個歷史， 宗教經常被濫用或誤
解。 一些人利用宗教作為征服和壓迫人們
的工具， 作為偏見和迫害的藉口； 也有些

全宇宙的真正宗教， 因為真主是獨一及不
改變的； 也因為人性和人主要的需要基本
上都是一樣的， 不分時間和地點、 種族和

人利用宗教， 成為權利的源頭及控制精英
並其他相似的群眾。 在宗教名義下發動了

年齡或任何其他因素。

許多不公義的戰爭， 壓制了自由思想和良
知， 科學被逼迫， 個人向成熟發展的能力
被否定， 人的尊嚴和榮耀被貶低。 在宗教
名義下， 人性中充滿了不公正， 因此宗教
本身也蒙受了許多的損失。

宗教是社會的必需
請記得這一點， 伊斯蘭觀念認為宗教
不單只是靈性和知識上的需要， 宗教同時
也是社會和宇宙所需要的。 宗教不是要迷
惑人而是指引人； 不是要降低而是提高人

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
， 無人可以否定
。
然而， 這究竟是宗教正確地運作， 或是以
正確的方式走進宗教？這是宗教的目的

的道德本質； 不是要貶低人， 而是要提升
人的天性； 不是要剝奪人什麼， 或給人重
擔或壓迫人性， 反而是為人開一條有助於

嗎？無可辯駁的答案是不。 這世上有許多
的宗教， 每一個都宣稱自己是唯一正確的

健全思想和正確行動的永不枯竭的寶藏；
不是要約束人或限制人的侷限， 反而是帶

宗教。 每一個宗教都說是從真主來的， 為
了正確地引導人類。 但這些宣稱卻彼此矛

領人進入廣闊的真理和美善。 簡單來說，
真宗教是使人熟悉真主， 以及瞭解自己和

盾， 並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和對宗教的
強烈攻擊。 這情況讓任何中立的觀察者感

宇宙。 這不是在過度簡化宗教的功能， 而
是宗教的本質。

到困惑， 甚至可能對所有的宗教感到反感。
從字面上的廣義來說， 伊斯蘭教對宗

當認真地察驗真宗教的目的， 我們會
發覺宗教滿足了人們靈性及基本的物質需

教的概念是獨特的。 事實是真正的宗教是
從真主來的， 為要指引人。 但同時人的本

要。 宗教解開了人的心結和複雜性， 昇華
人的天性和靈感， 以及約束他的欲望和整

質和大多數人的需求， 基本上在任何時刻
都是相同的， 這也是一樣的真實。 這導致

個生命。 宗教改善人對真主的知識， 宇宙
至高無上的真理， 以及人自己本身。 宗教

一個結論， 就是： 只有唯一來自同樣的神
的真宗教， 以處理任何世代的人類獨特的

教導人有關生命的奧祕， 有關人之關於善
與惡、 對與錯的本質， 以及如何對待這些

問題。 這個宗教就是伊斯蘭教。 但我們必
須清楚知道， 伊斯蘭教不單只是先知穆罕

本質。 宗教淨化罪惡的靈魂， 理清疑惑，
剛強性格， 指正人的思想和信念。 這一切

默德的教導而已。 相反地， 在穆罕默德之
前的許多先知都教導伊斯蘭教。 易卜拉欣

只可以在忠心地遵守宗教所規定的靈性責

（亞伯拉罕）和穆薩（摩西）的真誠跟隨

任和行為上的條規時才可以得到。 換句話
說， 真宗教教育和訓練人更有盼望、 忍耐

者， 以及爾撒（耶穌）和其他人都被稱為

和誠實， 熱愛正直和美善， 勇氣和堅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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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是掌握生活藝術所必需的。 還
有就是， 真宗教給人對抗恐懼和靈性損失

他們被趕出園子， 來到世上生活、 死亡，
最後再被帶到最後的大審判。 因意識到他

的確據， 以及確保真主的幫助和牢不可破
的盟約。 它給人平安和安全感， 使得生命
更有意義。

們的所作所為， 他們感到羞恥、 罪咎和懊
悔。 他們祈求真主的憐憫， 真主便饒恕了

這就是真宗教可以為人做的事， 這也
是伊斯蘭教的宗教觀。 任何宗教若沒有結
出這些果子， 就不是伊斯蘭教或根本就不
是宗教， 任何人若不能從宗教中得益， 這
人就是不敬虔或不屬真主的。 當真主在神
聖的古蘭經裡提到： 「真主所喜悅的宗
教， 確是伊斯蘭教。 曾受天經的人， 除在
知識降臨他們之後， 由於互相嫉妒外， 對
於伊斯蘭教也沒有異議。 誰不信真主的跡
象， ﹙真主不久就要懲治誰﹚， 因為真主
確是清算神速的。 」（古蘭經三 19）「捨
伊斯蘭教而尋求別的宗教的人， 他所尋求
的宗教， 絕不被接受， 他在後世， （所有
靈性上的好處）是虧折的。 」（古蘭經三
85）

罪的概念

他們（古蘭經二 35-38， 七 19-25， 二十
117-123）。
這象徵性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反省。 它
表明了人就算是居住在樂園裡， 也是不完
全及永遠不滿足的。 但犯罪或犯錯， 好像
亞當和夏娃所做的， 並不一定讓人心死
亡、 攔阻靈性的重建或使道德停止成長；
相反地， 人反而可以敏感地發覺他的罪和
不足。 更重要的是， 他有能力知道應該去
哪裡或向誰尋求引導。 更重要的事實是，
真主永遠預備好回應那些誠心呼求他及尋
求他幫助的人。 真主是滿有恩惠和慈愛
的， 他的慈恩是包羅萬物的（參古蘭經七
156）。 這件事的最後一個啟示是， 性別
歧視和原罪與伊斯蘭教的精神無關。

不完美的原因
原罪或罪性遺傳的思想不存在於伊斯

人要面對一個最大的麻煩， 就是罪的
問題或這世界的惡。 人們普遍相信罪始於

蘭教的教導。 根據古蘭經（三十章 30 節）
和先知的教訓， 人是天生純潔無罪的， 即

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的生活， 並最終導致
人類的墮落、 犯罪、 恥辱和混亂。
在整個事件上， 伊斯蘭教採取了獨特

順服真主的旨意和律法。 人出生之後會長
成什麼樣的人， 那是外在環境和外來因素

的立場， 是其他我們所知道的宗教所沒有
的。 古蘭經提到真主規定阿丹（亞當）和

的影響。 用現代思想的解釋來說， 人的本
性是可鍛鍊的； 社會， 特別是家庭環境對
人的影響尤為關鍵， 它在人的性格形成及

厄娃（夏娃）住在樂園， 以及享受園中所
有的出產， 保證給予他們豐盛的供應和舒

道德的發展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這並
沒有否定個人的自由選擇或免除他的責

適的生活。 但真主警告他們不可以接近其
中特定的樹， 這樣他們就不會面對不公義

任， 反而是從原罪或遺傳的罪的重擔裡得
到釋放。

和傷害。 然而易卜劣廝（撒但）引誘他們
落入試探， 導致他們失去了喜樂的身分。

真主， 按著定義來說， 是公正、 有智
慧、 憐憫、 慈悲和完美的。 他用自己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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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向人吹一口氣創造了人（古蘭經十五

住在人裡面的或遺傳的。 雖然如此， 人有
潛在的犯罪的可能， 但這不會大過他的敬

29， 卅二 9， 六六 12）。 因著真主是絕對
的美善， 而他的精神是絕對的完美， 人自
從被造領受了真主的精神， 就有義務保守

虔和美善的能力。 如果他選擇實踐他罪的
潛能， 而非善的潛能， 那麼他就是在他純

一些創造者美善的精神。 因此， 人傾向善
以及渴慕屬靈。 但從另外一面， 真主創造

淨的本質外加上了其他的事物。 人自己要
為這些附加的部分負責任。

人來敬拜他， 而不是與他同等、 競爭或他
的美善的肉身體現。 這意味著靠著創造的
恩典， 不論人如何的完美或美善， 他還是

在伊斯蘭教中， 有大罪和小罪， 有得
罪真主的罪和既得罪真主又得罪人的罪。
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真主， 除了犯罪的人真

遠不及創造者的美善和完美。 人有這樣的
特質， 但他們是有限的， 侷限在人有限的

誠地尋求赦免。 古蘭經提到真主是不會饒
恕推卸者（多神論者、 泛神論、 三位一體

本質、 能力和責任裡。 這也是人是不完美
和有缺陷的原因。

等等）的罪。 但除了這以外的罪， 他都饒
恕， 他也赦免那些他願意赦免的人。 但如

生命的掙扎

果多神論者或無神論者願意回轉到真主面

不完美和容易犯錯並不等同於罪或犯

前， 那麼他的罪便可以被原諒。 得罪人的
人得到寬恕的條件， 是得到了被冒犯之人

罪

至少伊斯蘭教不這麼認為。 如果人
是不完美的， 真主並沒有陷他於無助或丟

的原諒， 或進行了適當的補償或懲罰。
總括來說， 罪是後天的， 不是天生

棄他， 以致成為自己不足的犧牲品。 人從
啟示得力， 得到理性的支持， 因自由選擇
而得到保護， 被不同的社會和心理傾向引

的； 是後來出現的， 不是原來就有的； 是
可避免的， 不是不可避免的； 是良心故意
地違抗真主含糊不得的律法。 如果人做了

導去尋求和得著相對的完美。 在善與惡之
間不變的引力是生命的掙扎， 有理想去追

一些事情， 是真正出自本性， 或完全不能
抗拒的欲望和不能控制的驅動力， 那麼在

尋、 工作去做和角色去扮演。 這使他的生
命有趣味及意義。 換句話說， 真主喜悅看

伊斯蘭教來說， 這些行為不是罪。 否則真
主對人的目的就沒有意義， 以及人的責任

到他的僕人得到屬靈和道德的勝利。
根據伊斯蘭教的道德天平， 人的不完

就徒然了。 真主對人的要求， 是在人的能
力和可達到的範圍之內。

美和容易犯錯並不是罪。 這是有限被造物
的部分本質。 但如果他是有方法和管道可

自由的概念

以達到相對的完美而拒絕去追尋， 那就是
罪了。 罪是任何的行動、 思想或意志，
是： (1)故意的， (2)褻瀆真主清楚的律法，
(3)違反真主的權利或人權， (4)傷害靈魂或
身體， (5)是重複的犯， (6)一般上是可以避
免的。 這些都是罪的元素， 但它們不是內

自由， 是概念也是價值觀， 曾經被許
多的個人、 團體和國家所否定。 它常被誤
解或濫用。 事實是沒有任何社會中的人可
以完全地達到字義上的自由。 如果社會要
正常地運行， 一定要有一些限制。
除了這個一般的概念， 伊斯蘭教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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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珍惜自由， 並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確
保自由。 伊斯蘭教自由的概念， 應用在人
生命中所有的志願活動中。 如以上所述，
每一個人的出生都是自由的、 沒有罪， 或
是說有純潔的本質。 這意味著人天生就已
經從剝削、 罪、 所繼承的劣等身分和障礙
裡得到自由。 真主已經給他自由的權利，
只要他不故意違反真主的律法或侮辱別人
的權利。
伊斯蘭教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 將人
的思想從迷信和不確定性中釋放出來， 將
人的靈魂從罪和敗壞中釋放出來， 將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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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他 信 吧， 誰 不 願 信 道， 就 讓 他 不 信
吧。 」（古蘭經十八 29）
伊斯蘭教對自由的概念是信仰的信
條， 是來自至高無上的創造者的命令。 此
自由的概念是建基於以下的基本原則。 第
一， 人的良知是來自真主， 每一個人要直
接向真主負責任； 第二， 每一個人要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任， 他自己本身才可以獲得
他做工的果效； 第三， 真主已經賦予人要
為自己作決定的責任； 第四， 人已經有充
足的屬靈引導和天賦的理性來作負責任的
選擇。 這些是伊斯蘭教概念自由的基礎，
以及是伊斯蘭教自由的價值觀。 這是人自

從壓迫和懼怕中釋放出來， 甚至將身體從
疾病和衰敗中釋放出來。
伊斯蘭教吩咐人實現目標的方向， 包

然的權利、 屬靈的特權、 道德的特權， 和
以上所有的虔誠的任務。 在這個伊斯蘭教

括深遠的智力上的努力、 恆久的屬靈觀
察、 遵守道德的原則， 甚至飲食的規則。

自由觀念的架構裡， 根本沒有空間給宗教
迫害、 階級衝突或種族偏見。 個人自由的

當人遵守這一切宗教上的規定後， 便一定
能達到自由和釋放的終極目標。

權力與生命的權力一樣神聖

在伊斯蘭教裡沒有強制性

平等的概念

有關信仰、 敬拜和良知上的自由的問
題， 在伊斯蘭教裡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
個人都有實踐信仰、 良知和敬拜之自由的
權利。 在古蘭經中， 真主說： 「對於宗
教， 絕無強迫； 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 誰
不信惡魔而信真主， 誰確已把握住堅實
的、 絕不斷折的把柄。 真主是全聰的， 是
全知的。 」（古蘭經二 256）
伊斯蘭教採取這種態度， 因為宗教是
憑藉著信心、 意志和委身。 如果是強制就
沒有意義了。 再加上伊斯蘭教是以給人自
由選擇的方式來介紹真主的真理， 讓人選
擇決定自己的方向。 誠如古蘭經說道：
「真理是從你們的主降示的， 誰願信道就

自由等同

於生命本身。

在伊斯蘭教的價值觀體系裡的一個基
本元素就是平等的原則， 更好的表達是公
平。 平等不能被誤認或混淆為凡事等同或
一成不變。 伊斯蘭教教導， 在真主眼中，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但不一定是一樣
的。 他們有能力、 理想、 財富等的不同。
但沒有任何的不同本身可以建立個人或種
族與其他人對比的優越性。 人的祖先、 膚
色、 財富以及他所享受的名譽， 對真主來
說並不影響他個人的性格和品格。 真主唯
一看重的分別是敬虔的分別， 真主唯一實
施的標準是美善及美好的靈命。 在古蘭經
裡， 真主說： 「眾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
女創造你們， 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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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以便你們互相認識。 在真主看來， 你
們中最尊貴者， 是你們中最敬畏者。 真主
確是全知的， 確是徹知的。 」（古蘭經四
九 13）
種族、 膚色或社會階級的分別， 只不
過是偶然的。 他們並不影響人在真主眼中
的真正地位。 而且， 平等的價值並不純粹
只是法律上的權力或紳士的協議或謙遜的
施捨
， 穆斯林必須鄭重及
。 它是信心的條約
真誠地支持它。 伊斯蘭教平等價值的基礎
深入到伊斯蘭教的組織裡。 它起源於基本
的原則， 如： (1)所有人都是被同一位永恆
的真主所創造的， 他是萬主之主； (2)所有
的人類是屬於人的族類， 他們平等地享受
亞當和夏娃的共同血統； (3)真主對他所有
的受造物都是公義和慈愛的； 他沒有特別
偏愛任何的種族、 年齡或宗教； 整個宇宙
是由他掌權， 所有人都是他的受造物； (4)
每一個人的出生都是平等的， 沒有任何人
可以帶任何的財產來到世上。 每一個人離
開人世也是平等的， 他們帶不走任何屬世
的東西
； (5)真主審判個人
， 是按著他們自己
的功過和行為； (6)真主給人榮耀和尊嚴。
這些都是伊斯蘭教平等價值觀一些背
後的原則。 當完全應用這個概念時， 就不
會再有偏見或迫害了。 當這真主聖的諭旨
完全實施時， 就再也沒有壓迫或抑制了。
選民和外邦人的觀念， 言語上就好像有特
權的與受譴責的種族， 表達上好像社會階
級和次等公民， 都將會變得沒有意義及荒
廢掉。

公正的概念
公正的原則應該是伊斯蘭教價值觀裡
最基本的元素。 這概念來自真主的一個屬

性（就是正直）。 要正直， 是真主在古蘭
經裡的命令：
真主的確命人公平、 行善、 施濟
親戚， 並禁人淫亂、 作惡事、 霸道；
他勸戒你們， 以便你們記取教誨。
（古蘭經十六 90）
公正的概念太完善， 以致於涵蓋了每
一個人的道德和行為。 既然公正是真主安
拉的屬性， 絕對的穆斯林必須在任何時
刻， 甚至在不利於他們或與他們自己有關
的情況下， 都行出公正。 不但如此， 對與
他們不同的人也必須要公正， 不能讓他們
對其他人的情感攔阻了他們公正的行為。
以上這些以及更多的細節， 都已經清
楚地記載在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教規（ Sunnah）裡。
……你們替眾人判決的時候要秉
公判決。 （四 58）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維護公
道， 當為真主而作證， 即使不利於你
們自身， 和父母和至親。 （四 135）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盡忠報
主， 當秉公作証， 你們絕不要因為怨
恨一伙人而不公道， 你們當公道， 公
道是最近於敬畏的。 你們當敬畏真
主。 真主確是徹知你們的行為的。
（五 8）
你的主的言辭， 誠實極了， 公平
極了。 （六 115）
當你們說話的時候， 你們應當公
平， 即使你們所代証的是你們的親
戚。 （六 152）
真主的確命人公平。 （十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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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關係的概念
伊斯蘭教另一個價值觀的基本元素，
是人類兄弟關係的價值。 這價值觀與已經
討論過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則是一樣的。 除
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原則， 在伊斯蘭教
裡， 兄弟情誼是基於不動搖的對被敬拜
者、 宇宙獨一之神的信心； 人類作為敬拜
者的合一， 及宗教作為敬拜媒介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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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概念
要認識伊斯蘭教如何研討和平的問
題， 他必須考慮伊斯蘭教一些基本事實的
元素。 和平和伊斯蘭教是來自同一個字
根， 可以被稱為同義詞。 真主的其中一個
名字是和平。 每一個穆斯林每天的結束禱
告詞是和平。 當他們回到真主面前的問安
也是和平。 穆斯林彼此之間每天的問安也

對穆斯林而言， 真主是獨一、 永恆和普世
的。 他是所有人的創造主、 所有人的供應

是用和平來表達。 「穆斯林」形容詞的意
思， 其實就是「和平的」。 在伊斯蘭教裡

者、 所有人的審判者， 以及所有人的主。
對他而言， 社會階級、 國家的超人制度、
種族的來源都不重要。 在他面前， 所有人

的天堂就是和平的住所。
在伊斯蘭教裡， 和平這個主題就是那

都是平等的， 都是兄弟。
穆斯林相信人類的合一是根據創造的
起源， 最早的血統以及最後的終站。 真主
是創造的起源。 原本的共同血統就是亞當
和夏娃。 每一個人都擁有這最初的血緣，
也參與在其中。 至於終站， 在穆斯林的思
想裡， 無可置疑就是回到真主
創造者
那裡， 也就是每一個人應該回去的地方。
穆斯林相信真主的宗教的合一。 這意
味著真主並沒有侷限他的宗教， 或特別寵
愛哪一個特定的國家、 民族或年齡層。 而
此也進一步地表明了， 真主的宗教是沒有
矛盾或基要的分別。 當這些都正確地說明
後， 它應該不會再有虛假的至高主權或放
肆的排外主義。 當它被置入在人類的心思
裡時， 它會給人有關兄弟關係的清楚概念
和穩固根基。 因為穆斯林相信真主的獨一
性、 人類的合一性和宗教的合一性， 他沒
有區別地相信所有的使者和真主的啟示。

麼的基要和有力。 個人要透過伊斯蘭教來
認識真主， 就必須與真主和好， 並與他自
己及他的夥伴和好。 將這些價值觀全部放
在一起， 將人放進世界的適當位置， 並從
伊斯蘭教的角度來看生命， 有信心與原則
的人會將世界變得更美好， 重新得回人的
尊嚴、 取得平等、 享受普遍的兄弟關係，
以及建立永久的和平。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概念
穆斯林統一社會這個詞有它的言外之
意， 一些是羅曼蒂克和懷舊的， 一些則是
詆毀和反動主義的。 但既然我們要從基本
來處理， 我們將我們的討論侷限在穆斯林
統一社會這個字， 或稱作烏瑪（umma）
。
一個基本的常識， 穆斯林統一社會這
個概念的意思是「在所有不同的關係中，
記述了高度的個人交情、 情感的深度、 道
德的委身、 社會的凝聚力， 以及繼續不斷
的特徵。 它可能在場所、 宗教、 國家、 民
族、 職業或共同原因中找到。 它的原型是
家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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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常識裡， 穆斯林統一社會是一
個完整的團體， 有兩個主要特徵： (1) 這是
一個團體， 在當中的個人可以有多個對他
極為重要的活動和經歷； (2)這個團體是因
著共同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聯繫在一起
的。

4

歷史性的主要趨勢已經是一種運動，
從交情、 深度與穆斯林統一社會的道德關
係， 轉向廣大社會的非個人、 形式化及功
利主義的關係。 此類運動已經在不同的階
段被指出， 且已經有極深遠影響的記號。
從這個歷史趨勢， 我們可以得出一些
結論。 第一， 歷史性的進化並不完全是負
面的， 或完全正面和具有建設性的。 負面
與正面的結果， 已經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
了不同的人； 第二， 現代的社會距離完美
還很遙遠， 還有很大的目標要去完成； 第
三， 人類的情況並非失去目標或沒有希
望。 的確是有許多的危機和困難， 但情況
還不是完全地失去控制。 最後， 人類已經
達到更加彼此依靠的階段， 人的社會也互
相交織著。 發生在任何一個社會環節的
事， 將會影響其他的環節。 當我們討論伊
斯蘭的穆斯林統一社會時， 一定要謹記這
一點。

獨特的特性
一般來說， 伊斯蘭教概念的穆斯林統
一社會有一定的獨特性。 這些獨特的特性

袖， 或創辦人或一個事件的名字來命名。
它是超越國家和政治的界限。 在伊斯蘭教
裡，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基礎是降服於安拉
的旨意， 順服他的律法、 委身於他的事
業。 簡言之， 只有當伊斯蘭教培育和滋養
穆斯林統一社會時， 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統
一社會才會存在。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歷史性使命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歷史性使命是遠遠
超過純粹的生存、 完全的權利、 流血， 或
生理學上的延續。 它的使命在古蘭經裡曾
如此描述道： 「你們中當有一部分人， 導
人於至善， 並勸善戒惡； 這等人， 確是成
功的。 」（古蘭經三 104）「你們是為了
人類（的利益）而被培育的最優秀的民
族， 你們勸人行善， 禁人作惡， 並信仰安
拉。 」（古蘭經三 110， 仝道章譯本）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歷史性角色是要將
德行、 有益的和高貴真正地具體化。 真正
的穆斯林統一社會是道德或懷恨仇敵的警
覺守護者。 什麼是成為穆斯林統一社會所
必需的， 同樣也是每一個個體所必需的。
這是因為整個穆斯林統一社會是個生機的
實體， 以及每一個個體都必須向安拉負
責。 穆斯林個人的角色， 在先知的陳述中
有最好的形容： 「任何人見到一些不對，
必須用行動或行為尋求矯正； 如果他不

與穆斯林統一社會的基礎或基本有關， 它
歷史性的使命和目的、 它在其他團體的地

能， 就嘗試讓他用話語來改變； 如果他不
能， 就讓他深感不贊成或責備， 這是信心
的最低限度。 」

位、 它的身分， 以及延續性。
在伊斯蘭教裡的穆斯林統一社會， 並

我們可以看到， 此等陳述非常的重要
和全面。 在這個傳媒革命性的時代， 沒有

不是在種族、 國家、 場合、 職業、 親戚，
或特別的興趣裡可以尋見。 它並不是以領

一個正常思想的人可以低估一致行動的力
量， 或溝通話語的能力、 或情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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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統一社會的歷史性角色更進一
步在古蘭經的經文中提到： 「這樣， 我使
你們成為一個中庸的民 族， 良好的統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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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這延續性。 第一， 他保證要保存古蘭經
及保護它的純淨（古蘭經十五 9）， 這意
味著應該常常有一個統一社會能跟隨古蘭

會， 平衡的烏瑪， 好教你們是見證眾人
的， 使者是見證你們的。 」（古蘭經二

經。 古蘭經不能沒有跟隨者， 雖然其他的
經書會有跟隨者。 第二， 伊斯蘭教本身就

143， 原文直譯）
見證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及極度需求

是一個延續。 當一個國家遠離安拉的道路
時， 他會重新申明他的話， 再次堅固他的

的。 那意味著伊斯蘭的穆斯林統一社會必
須作模範。 它必須設下最高表現的標準及

真理， 以及差派新的先知或復興者繼續他
的使命。 第三， 安拉已經鄭重地警告， 如

成為其他人的參考。 它必須避免過度的奢
侈、 僵化死板及立即的發散。 打擊折衷路

果穆斯林從正路上轉離， 他們就會是失敗
者。 不像那些失敗的穆斯林， 安拉會用其

線的行動， 要堅定和一致， 要知道什麼是
該接受的、 什麼是該拒絕的， 要有原則以
及同時保持適應力， 這應該是人的品格和

他人來取代他們（參古蘭經四七 38）。

社會生存能力最艱難的考驗。 但這確實是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角色和穆斯林歷史性的
使命。 就是這些最好的規範， 讓穆斯林夠
資格被譽為有史以來人類最好的統一社會
。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延續性
穆斯林統一社會的特性主要集中在一
致平衡的原則， 設立模範、 合一的目的、
情感的互惠、 團結一致及平等。 這許多的
影響都是在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教規裡（例
如： 古蘭經四 135， 廿一 92， 廿三 52）。
有關穆斯林統一社會的延續性， 一些
重點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這是穆斯林的職
責， 在他們能力範圍內， 盡所能地保證統
一社會的延續。 婚禮和世襲的條規， 天課
（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和朝聖的職責、
親屬的相互權力和責任、 個人的良知和社
會的歸屬， 這些都引向穆斯林統一社會的
健康延續。
換句話說， 安拉已經發誓要多方面保

還有， 信徒也被警告， 若有任何人在
他的信心上轉離， 真主會很快地再興起他
所愛及也愛他的人， 這人在其他信徒面前
謙卑以及有大能對抗不信者， 以真主的方
法爭戰， 從來不懼怕被責備（古蘭經五
57）。
章節附註
1. 作者在原書裡並沒有註明是使用哪一種版本
之古蘭經譯本； 中譯本除另行標示， 皆採用
馬堅譯本。
2. 好的文學作品無法完全被翻譯成任何一種語
言。 這在古蘭經裡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古
蘭經挑戰阿拉伯語言和文學的專家， 也證明
了他們的無能， 就算是書上最短的一章， 他
們也無法完全地翻譯出相似的作品。 無法將
古蘭經的意思、 美感和奇妙， 以任何模式再
次仿造出來。 這裡可以看到的是， 原因並非
是古蘭經的恰當， 或其完美的翻譯， 而是人
對不同語言的詮釋遠遠不及真主的天經之
書。 因著這緣故， 這裡的翻譯就沒有根據嚴
謹方式， 插入任何的引用記號。
3. Robert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pp. 47-48.
4. L. Broom and P. Selznick, Sociolog y: A Text
with Adapted Readings (New York: Harper &
Rowe, 1968),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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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價值體系的基本觀念
哈穆達（Hammudah Abdalati）

道德觀的概念
伊斯蘭教的道德觀集中在一些基本

在與真主和人的關係中增強道德觀
特別來說， 穆斯林與真主的關係是一
種愛和順服、 完全信任和慎重、 平安和感

的信仰和原則上， 包括： (1)真主是
創造者和一切美善、 真理和美麗的源頭；
(2)人是真主盡責、 尊嚴和可尊敬的被造代

激， 堅定及活躍地服事。 高度的道德水準
將是無可置疑地培養和提高人類的道德水

理人； (3)真主已將一切所有的都置於天上
和地上， 這些都是為了要服事人； (4)因著

準。 因此， 與同伴的關係中， 穆斯林必須
要對他的親戚仁慈、 關心鄰居、 尊重長

真主的憐憫和智慧， 他不會要求人做他不
可能做的事， 或要求人為任何超越他能力

輩、 同情晚輩、 照顧病人、 援助有需要的
人、 同理哀哭的人、 為鬱悶的人打氣、 與

的事情負責。 真主也不會禁止人享受生命
中美好的事； (5)中庸、 實際和平衡， 是正
直和道德的保證； (6)在原則上凡事都可

蒙福的同喜樂、 忍耐失迷的、 容忍無知及
原諒無助者、 不贊同錯誤及提高內涵。 並

行， 除了那些要負責任的， 是必須要實行
的， 還有那些被禁止的， 是必須要避免
的； 以及(7)人的終極責任是對真主， 其最
高的目標是討創造者的喜悅。
伊斯蘭教的道德層面是無數的， 是深
遠和豐富的。 伊斯蘭教的道德牽涉到真主
與人的關係， 人與其同伴的關係， 人與其
他元素和宇宙生物的關係， 及人與自己裡
面生命的關係。 穆斯林必須要省察自己外
在的行為、 行動、 話語、 內在的思想、 感
覺和動機。 一般來說， 他的角色就是擁護
對的及反對邪惡、 尋求真理及放棄虛假，
為美麗和有益的事而歡呼， 避開無禮。 真
理和道德是他的目標， 謙虛和簡樸、 禮貌
和憐憫都是次要的本質。 對他而言， 傲慢
和虛榮、 苛刻和冷漠， 是沒有意義的， 是
冒犯真主和不討真主喜悅的。

且必須要尊重其他人合法的權利， 如同尊
重自己的一樣。 他的思想必須充滿建設性
的主意以及慎重地追求之， 他的心必須充
滿憐憫和好的意願； 他的靈魂必須散發出
和平和安詳； 他的言論必須真誠和有禮。
穆斯林的道德責任是誠實和完美之活
潑的榜樣， 完成他的使命及有效地履行他
的任務， 透過所有可能的管道尋求知識和
美德， 更正他的錯誤和為他的罪悔改， 發
展敏感的社會良知和培育人的情感反應，
慷慨但不浪費地供應依靠他的人， 以及滿
足他們合法的需求。
自然界和世界是穆斯林探索的地方，
也是享受的地方。 他必須善用它們的元素
以及深思它們的偉大， 研究它們就好像是
真主的偉大記號； 以及保存它們的美麗，
探索它們的奇妙， 及發掘它們的奧祕。 但
無論他使用它們成為能源或去享受它， 他
必須避免浪費或過剩。 成為真主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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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以及有良知的信託人， 他必須常常
為其他人著想， 就是與他同享這個世界，

牙齒獵殺獵物的野生動物（老虎、 狼和
豹等）、 所有捕食的鳥類（鷹、 禿鷹、

以及將來會幫助他成功的人。

烏鴉等）， 齧齒類的動物、 爬蟲類、 蠕
蟲及相似的、 死的動物和沒有好好宰殺

條規與禁條

的鳥（古蘭經二 172-73， 五 4-6）。

伊斯蘭教的道德原則有時會被列為必

3. 禁止各類的賭博和沒有意義的運動（古

須要履行的正面委身（要做什麼）， 有時
又被稱為必須要避免的負面吩咐（不要做

蘭經二 219， 五 93-94）。
4. 禁止所有的婚外性關係和所有會引發試

什麼）。 不論它們是正面還是負面， 它們
的設計皆是為了讓人有合理的思想、 平靜

探、 激起欲望、 攪擾懷疑或指明是不合
體統和猥褻的談話， 走路、 觀看， 和在

的靈魂、 堅強的人格， 以及健康的身體。
無可置疑的， 這些都是人的一般福祉和繁

公眾的穿著的一切行為（古蘭經廿三

榮的必要條件。 為了幫助人滿足這些條
件， 伊斯蘭教已經在這一切事上， 列下了
以下條規：
1. 以有意義和委身的方式， 為獨一真主和
穆罕默德的使者之使命作見證。
2. 例常地履行每天的祈禱。
3. 付宗教稅（Zakat）， 也被稱為捐獻或當
付的。
4. 在齋戒月（Ramadan）時禁食。
5. 一生中至少一次到聖城麥加朝聖。
這些條規在道德上和社會中的應用，
將會在以後詳細討論。
除了這些正面的衡量， 還有其他預防
性的。 為了防止人順從無知、 退化、 軟
弱、 放縱、 無禮和試探， 伊斯蘭教禁止一
些有關食物、 飲食、 娛樂和性的事情。 以
下就是這些禁例：
1. 禁止喝所有醉人的葡萄酒、 酒和酒精
（古蘭經二 219， 四 43， 五 93-94）。
2. 禁止食用所有的豬肉和豬肉製品（豬
肉、 燻肉、 火腿、 豬脂）、 所有用爪和

5-7， 廿四 30-33， 七十 29-31）。

真主的保護和憐憫
這些禁例， 均是真主為了人的靈性和
心理健康， 以及人的道德和物資的好處而
設立的。 並不是真主的專橫行動或強迫性
的干擾， 而是真主關心人福祉的記號， 也
表明了真主要好好地照顧人。 當真主禁止
一些事情時， 並不是因為他要剝奪人做任
何事情的好處或用途， 而是因為他要保護
人並讓人有分辨能力， 有更好的品味來追
求生命中更好的事， 以及願繼續追求更高
的道德標準。 為此， 就必須要小心照顧人
的靈和意志、 魂和體、 良知和心境、 健康
和財富、 體格和士氣。 因此禁令並非剝
奪， 反而是豐富； 並非壓抑， 乃是紀律；
並非限制， 乃是擴大。
為了要表明所有的禁令是憐憫和智慧
的行動， 有兩個相關的伊斯蘭原則是值得
一提的。 第一， 非比尋常的處境， 緊急、
必要和危急關頭時， 允許穆斯林作平常被
禁止的事。 一旦這些處境發生， 而且是到
他沒有辦法控制的地步； 若他未能遵守真
主的道德規則， 他是不被譴責的（參古蘭

152

斳雓 伊斯蘭世界

經二 173， 五 4）。 第二， 真主已經為自己
記入了憐憫的規則： 任何人因著無知而行

本聖書的不同情況中被重複強調。 非常困
難的是將這些道德教導根據在古蘭經裡的

惡， 但過後悔改及改正他們的行為， 便會
被赦免； 的確， 真主是憐憫及常常饒恕人
的（參古蘭經六 54）。

引用， 來作合理簡潔的分類。 每一個原則
在不同的情況都提到許多次。 它可以是以

合理的道德行為
在值得注意的象徵性的經文裡， 古蘭
經列下了合理道德行為的根基和哲學。 這
些經文就是：
阿丹的子孫啊！每逢禮拜， 你們
必須穿著服飾。 你們應當吃， 應當
喝， 但不要過分， 真主確是不喜歡過
分者的。 你說： 「真主為他的臣民而
創造的服飾和佳美的食物， 誰能禁止
他們去享受呢？」你說： 「那些物品

單一重要的原則面貌出現， 或是整個道德
體系的一個元素， 在那裡它本身就是一個
完整宗教的超級系統的元素。
有鑒於此， 以下的這些經文只可以當
成是古蘭經裡一些代表性的抽選； 雖經過
人們盡力地翻譯和詮釋， 但無可避免地，
還是遠不如原稿的完美無缺。
你們當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物
配他， 當孝敬父母， 當優待親戚， 當
憐恤孤兒， 當救濟貧民， 當親愛近
鄰、 遠鄰和伴侶， 當款待旅客， 當寬

為信道者在今世所共有， 在復活日所
獨享的。 」我為有知識的民眾這樣解

待奴僕。 真主的確不喜愛傲慢的、 矜
誇的人。 他們中有自己吝嗇， 並教人
吝嗇， 且隱諱真主所賜他們的恩惠的

釋一切跡象。
你說： 「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顯

人， 我已為（他們這等）不信道的人
預備了凌辱的刑罰， 他們中有為沽名

的和隱微的醜事， 和罪惡， 和無理的
侵害， 以及用 真主所未證實的事物配

而施捨財產的， 他們不信真主， 也不
信末日。 誰以惡魔為伴侶， 誰的伴侶

真主， 假借真主的名義而妄言自己所
1
不知道的事情。」
（古蘭經七 31-33）
。

真惡劣！（古蘭經四 36-38）。

伊斯蘭教道德的範圍非常具有涵蓋性

你說（哦， 穆罕默德）： 「你們
來吧， 來聽我宣讀你們的主所禁戒你
們的事項： 你們不要以物配主， 你們
應當孝敬父母； 你們不要因為貧窮而

及綜合性， 它化整為零地將對真主的信
心、 宗教禮儀、 屬靈的實踐、 社會行為、

殺害自己的兒女， 我供給你們和他
們； 你們不要臨近明顯的和隱微的醜

作決定、 追求知識、 消費的習慣、 演說的
風格以及所有人的生命之其他層面全都聯

事； 你們不要違背真主的禁令而殺
人， 除非因為正義。 他將這些事囑咐
你們， 以便你們瞭解。

道德的整個組織系統

合起來。 因為道德在伊斯蘭教裡是那麼重
要綜合的一環， 古蘭經的所有經節背後的
道德意識以及道德的教導， 都不斷地在整

你們不要臨近孤兒的財產， 除非
依照最優良的方式， 直到他成年；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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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 我只依
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責成。 當你們說話

功者； 他們的事務， 是由協商而決定
的， 他們分捨我所賜予他們的； 也歸

的時候， 你們應當公平， 即使你們所
代證的是你們的親戚； 你們當履行真
主的盟約。 他將這些事囑咐你們， 以

於能反抗自己所遭的侵害者。 惡行應
得同樣的惡報。 誰願恕饒而且和解，

便你們覺悟。 （古蘭經六 151-153）
真主的確命人公平、 行善、 施濟

真主必報酬誰。 真主確是不喜愛不義
者的。 受人欺侮而進行報復的人們，

親戚， 並禁人淫亂、 作惡事、 霸道；
他勸戒你們， 以便你們記取教誨。 當

是無可責備的。 應受責備的， 是欺侮
他人、 並且在地方上蠻橫無理者； 這
些人將受痛苦的刑罰。 凡能忍受而加

你們締結盟約的時候， 你們應當履
行。 你們既以真主為你們的保證者，

以赦宥者， 他們的那種行為， 確是應
該 決 心 做 的 事 情。 （古 蘭 經 四 二

則締結盟約之後就不要違背誓言。 真
主的確知道你們的行為。 ……凡行善

36-43）

的男女信士， 我誓必要使他們過一種
美滿的生活， 我誓必要以他們所行的

凡欲獲得現世生活者， 我將在現
世以我所意欲的報答他們中我所意欲

最 大 善 功 報 酬 他 們。（古 蘭 經 十 六

者。 然後， 我將以火獄懲治他們， 他
們將受責備， 遭棄絕地進入火獄。 凡

90-91
、 97）
你應憑智慧和善言而勸人遵循主

欲獲得後世， 並為此而盡了努力的信
道者， 這等人的努力是有報酬的。 這

道， 你應當以最優秀的態度與人辯
論， 你的主的確知道誰是背離他的正

等人和那等人， 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賞
賜資助他們， 你的主的賞賜， 不是受

道的， 他的確知道誰是遵循他的正道
的。 （古蘭經十六 125）

阻礙的。 （古蘭經十七 18-20）
你不要使任何物與真主同受崇

召人信仰真主， 力行善功， 並且
說： 「我確是穆斯林」的人， 在言辭
方面， 有誰比他更優美呢？善惡不是

拜， 以免你變成受責備、 遭遺棄的。
你的主曾下令說： 你們應當只崇拜
他， 應當孝敬父母。 如果他倆中的一

一樣的。 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
付惡劣的品行， 那末， 與你相仇者，

人或者兩人在你的堂上達到老邁， 那
末， 你不要對他倆說： 「呸！」不要
喝斥他倆， 你應當對他倆說有禮貌的

忽然間會變得親如密友。 （古蘭經四
一 33-34）
凡你們所受賜的， 無論甚麼， 都
是今世生活的享受。 在真主那裡的報
酬， 是更優美的， 是更長久的， 那是
歸於信道而只信托真主者； 也歸於遠
離大罪和醜事， 且在發怒時能赦宥
者； 也歸於應答主的號召， 且謹守拜

話。 你應當必恭必敬地服侍他倆， 你
應當說： 「我的主啊！求你憐憫他
倆， 就像我年幼時他倆養育我那樣。
你們的主是最知道你們的心情的。 如
果你們是善良的， 那末， 他對於常常
悔過者確是至赦的。 你應當把親戚、
貧民、 旅客所應得的周濟分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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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揮霍； 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
友， 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 如果你必

說﹚： 「你當感謝真主。 感謝的人，
只為自己而感謝， 孤負的人， 須知真

須求得你所希望的從主降示的恩惠後
才能周濟他們， 那末， 你應該對他們
說溫和的話。 （古蘭經十七 22-28）

主確是無求的， 確是可頌的。 」當
日， 魯格曼曾教訓他的兒子說： 「我
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 以

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
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 以免你變成悔

物配主， 確是大逆不道的。 」我曾命
人孝敬父母
他母親弱上加弱地懷

恨的受責備者。 你的主必為他所意欲
者而使給養富裕， 必為他所意欲者而

著他， 他的斷乳， 是在兩年之中
﹙我說﹚： 「你應當感謝我和你的父
母； 惟我是最後的歸宿。 如果他倆勒

使給養窘迫。 你的主對於他的眾僕，
確是徹知的， 確是明察的。 你們不要
因為怕貧窮而殺害自己的兒女， 我供

令你以你所不知道的東西配我， 那
麼， 你不要服從他倆， 在今世， 你應

給他們和你們。 殺害他們確是大罪。
你們不要接近私通， 因為私通確是下
流的事， 這行徑真惡劣！你們不要違

當依禮義而奉事他倆， 你應當遵守歸
依我者的道路； 惟我是你們的歸宿，
我要把你們的行為告訴你們。 」魯格

背真主的禁令而殺人， 除非因為正
義。 無辜而被殺者， 我已把權柄授予

曼說： 「我的小子啊！善惡的行為，
雖小如芥子， 隱藏在磐石裡， 或在天

他的親戚， 但他們不可濫殺， 他們確
是受援助的。 （古蘭經十七 29-33）

空中， 或在地底下， 真主都要顯示
它。

你們不要接近孤兒的財產， 除非
依照最優良的方式， 直到他成年。 你

真主確是明察的， 確是徹知的。
我的小子啊！你應當謹守拜功， 應當

們應當履行諾言； 諾言確是要被審問
的事。 當你們賣糧的時候， 應當量足

勸善戒惡， 應當忍受患難， 這確是應
該決心做的事情。 你不要為藐視眾人

分量， 你們應當使用公平的秤稱貨
物， 這是善事， 是結局最優的。 你不

而轉臉， 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上行
走， 真主確是不喜愛一切傲慢者、 矜

要隨從你所不知道的言行， 耳目和心
靈都是要被審問的。 你不要驕傲自滿

誇者的。 你應當節制你的步伐， 你應
當抑制你的聲音； 最討厭的聲音， 確
是 驢 子 的 聲 音。 」（古 蘭 經 卅 一

地在大地上行走， 你絕不能把大地踏
穿， 絕不能與山比高。 這些事， 其惡
劣是你的主所厭惡的。 這是你的主所
啟示你的智慧， 你不要使任何神明與
真主同受崇拜， 否則， 你將在受責備
和遭棄絕的情況下被投入火獄。 （古
蘭經十七 34-39）
我確已把智慧賞賜魯格曼， ﹙我

12-19）
信道的人們啊！飲酒、 賭博、 拜
像、 求簽， 只是一種穢行， 只是惡魔
的行為， 故當遠離， 以便你們成功。
惡魔惟願你們因飲酒和賭博而互相仇
恨， 並且阻止你們記念真主， 和謹守
拜功。 你們將戒除﹙飲酒和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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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當借真主賞賜你的財富而營

了， 也沒有屬靈重建和道德成熟了。 若在
這種情況下， 人的許多優秀特質將會消

謀後世的住宅， 你不要忘卻你在今世
的定分。 你當以善待人， 像真主以善

失， 以及很多的道德潛能可能就將永遠不
會實現了。

待你一樣。 你不要在地方上擺弄是
非， 真主確是不愛擺弄是非者。 （古

這是一個普通常識， 那些被教導在任
何情況都要饒恕的人， 不會也不可能實踐

蘭經廿八 77）

他們的教導， 因為那不是人類長期的關
注， 也不是道德本身的關注。 同樣的， 那

道德選擇的指引
很多從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來的
其他經文， 都支持這些選擇。 在它們自己
本身， 已經足夠去描寫伊斯蘭教的基要道
德。 不論在任何情況， 這些伊斯蘭教的道
德在其本質上都是獨特的。 它們是真主所
介紹的， 為了要執行及有果效地去做， 並

些被教導要嚴厲報復的就比較不會懂得尊
重人的美德， 也比較不會關心道德價值是
宇宙性的規則。 但伊斯蘭教， 真主培育之
人的本質， 已經針對人的問題給予人正確
的答案。 對那些犯錯在尋找第二次機會的
人， 他們可能因著得到赦免而進步或受益，
饒恕是被推薦及可取的。 但對抗那些誤解

不單單是為了偶爾的喜歡去做。 它們是為
了要以最好的方法來幫助個人發展他的人

饒恕動機的， 或被誘使追求錯誤方向的
人， 同等的報復是允許的。 所以穆斯林的

格及培育他的品格， 及加強他與真主的聯
繫， 和堅固他與真主的關係， 就是一切美

態度在任何一個情況都是合理及有益的。
當他饒恕時， 他討真主喜悅， 保持高級的

善的源頭。 伊斯蘭教的道德設計從來都不
是為了要威嚇人因而使他被動和冷漠。

手法， 讓那些有過失者可以重新得著更
新。 而當他報復時， 他支持公理、 建立次

其中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如
果一個穆斯林被虐待或欺壓， 他有自由選

序和正義， 以及幫助拘捕邪惡。 現在， 哪
一個聽起來比較有道德呢？以他個人的想

擇抗拒和以同樣的程度報復， 或原諒及將
他一切行為的結果交託真主。 他知道他有

法， 不顧結果的殘忍的復仇者？還是穆斯
林的態度、 憐憫和饒恕， 允許一些非比尋

權利作任何一個行動的決定， 他也知道最
好還是原諒。 所以當他原諒時， 他使用他

常的處境？是誰比較有道德呢？是那個原

的自由意志選擇， 為了愛真主的緣故而
做。 同樣的， 當他報復時， 他並沒有違反
律法或行不公義。 如果伊斯蘭教是要求完
全的饒恕， 就好像其他的信條在理論上的
要求， 很多不守紀律的人將會被誘使去行
惡及超越所有的界限。 同樣地， 如果伊斯
蘭教命令只要報復， 就好像一些信條傲慢
的教導， 那麼就沒有憐憫和容忍的空間

諒的人， 因為他知道他不可以報復？還是
一個穆斯林的饒恕， 當他完全知道在法律
上， 他是可以報復的？哪一個是真正的饒
恕呢？是因著外在的強迫和禁戒而不採取
行動的？還是因著自由的選擇和自由的行
動的結果？這也難怪伊斯蘭教的道德原則
是合理、 獨特及有適應力的。 這是從真主
而來的指示， 是那所有美善和道德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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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今的景況

更為簡單， 但也沒有任何事情比它更難達
到。 在過去， 一些言論諸如： 「人活著不

在前文， 我們精簡地討論了穆斯林的
立場和在西半球的伊斯蘭教的未來。 在這

是單靠食物」， 有時就非常具有誤導性的
否定了人的物質福祉。 同樣的， 「倚靠

一部分， 我們會討論在現今世界人們的處
境、 一般人的情況， 以及伊斯蘭的世界觀

神」也被誤解了。 它常常被誤解為無助的
宿命論， 或歸類為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自

或宇宙觀。 這是再次肯定之前所討論的觀
念， 再加上一些新的思想， 並將之總結，

我實現。 過度強調屬靈和捨棄， 反而因而
強調物質、 理性、 自由意志及種種的興

將這課題的不同層面整合起來， 有一個概
括性的面貌。

起。 當過度強調到另一個極端， 屬靈很可
能就變成迷信和困擾。 同樣， 相對的強調

目前人類的情況已響起警鐘。 至少要
求人類應關心及積極地回應有關所有人們

就會將物質主義變成不嚴謹， 自由意志變
成放蕩不羈， 理性主義變成虛無主義。 過

對善的期待， 和屬真主的思想。 但這並不
是， 也不應該因而沮喪或放棄。 這盼望的
精神是， 即常常都是伊斯蘭教的組成部分

去幾個世紀， 人類學術的歷史就將這些傾
向表達得非常好。

（請參看例， 古蘭經十二 87， 六五 3）。
現今世界的危機和困難， 並不是完全獨特
和異乎尋常的。 的確， 它們是困難、 複雜
及令人感到訝異。 可能現在與以前相比，

最近這幾十年， 屬靈的準則時而上，
時而下。 在六十年代， 有新聞價值的事件
是那些不能越界、 史無前例、 外太空的探
索。 同樣重要的， 是史無前例地探索人的

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不同的是， 在現
今與以前的世代相比， 基本上是程度上的

內向、 內在的實體， 然而， 它們看起來就
好像是時尚的、 異端的或神經質的。
這兩種史無前例和不平衡的探索， 非

不同而非種類上的不同。 我們這個時代窘
境的複雜性不斷地增加， 可能是歸因於不

比尋常地讓人警惕。 原因可能是在事實
上， 這兩種探索是互不相關的。 它們沒有

斷增加的期待， 和容量的相似及相等性。
在地球的許多地區， 許多世紀以來，

明顯的互惠、 相互影響或交叉式的互助。
此外， 它們這種不穩定、 不平衡的存在對

最困難危機的源頭明顯地是僵化沒有彈

多數人來說， 是一個不斷的威脅。 它可能
導致矛盾和困惑， 同時導致社會問題的惡

性、 排外和不能容忍不熟悉、 不同和外來
的人或事物。 這種傾向培育了種族主義、
精英主義、 固執的態度、 偏見和其他類似
的令人反感的態度。

化及現代人的命運僵化。 但如果外在科學
的探索和內在道德的探索可以協調， 這不
穩定的情況是可以改變的。 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 這的確是事實； 但同樣的， 他也

很少人可以真正否定， 人類正在面對
非比尋常的危機。 人類正在面對的危機是
來自我們外在、 外向、 物資的探索和我們

不能單靠禱告活著。 他同時是政治或物質
的動物， 以及尋求神聖宗教的尋道者。

的內在、 內向、 道德探索之間的不平衡。
沒有什麼比呼籲維持平衡和維護中庸之道

如前文所述， 現今的世界很清楚地被
許多的困難難倒了， 但它也同樣的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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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面對這些問題的診斷和處方所難倒。
一些人便唱起這些流行歌曲： 「這世界現

將生命聯繫到死後的生命， 那麼就貶低了
生命在世上的價值了。 它並不是指現在及

在需要的是愛……」； 一些人呼籲要重
生； 其他人則轉向馬克思主義、 人道主

時的享樂主義和即刻的快樂， 但也不完全
排除追求死後的極樂世界。 它是指現今在

義、 撒但主義或科學主義， 以成為他們的
終極解決方法。 還有很多人， 就等待著他

世上人們的情況， 以及人死後的終站。 這
裡關心的是， 它們當然是相輔相成的； 其
每一個存在階段的價值， 是根據他相關的

們未來的救主的來臨。 但甚至這冗長的名
單， 都沒有包含漠不關心、 無助和冷漠的
人， 他們很可能事實上合併了樂觀主義俱
樂部。 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最大的需要是
「認清」的渴求。 人們在這一切中最大的
需要， 是認清自己和他的本性、 潛能和有
限
、 在宇宙中的定位和他與其元素的關係
。

伊斯蘭教如何幫助人
現在的問題是： 伊斯蘭教可以如何幫
助人認清自己， 解開他的思想， 讓他模糊
的異象明朗化？要嘗試這問題， 我們必須
要知道一些伊斯蘭教基本的觀念， 這是前
文已討論過的， 然後再從它的價值體系裡
延伸一些元素的討論。 藉著此項分析， 希

一般人的善行的結果。 （古蘭經七 33， 十
七 18-21， 廿八 77， 五七 20-21）

伊斯蘭教的世界觀
在古蘭經裡的一處經文（二 27-39）
，
堪稱是眾多經文中的其中一個典範。 這段
經文有一些伊斯蘭教基本的原則， 和代表
了伊斯蘭教世界觀的基礎。 以下是這些原
則中一些顯著的例子：
1. 這世界是一個實體， 是按設計者的心意
所造的， 設計者為了有意義的目的而維
持著這個世界。 歷史的巨流是根據他的

望可以顯示出它們如何將現代人與他們的

心意和跟隨所設立的律法。 它們並不是
盲目的機遇， 也並非沒有次序的拼湊出

窘境作聯繫， 以及它們可以如何幫助現代
人找出一條出路。

來的。
2. 人也是真主所創造的， 是真主在地上的

中庸之道是伊斯蘭教最特別的特色，
它可能是表達伊斯蘭教的人生觀、 生命的

總督。 真主揀選了他在土地上培育， 以
知識， 美德， 目的和意義來豐富生命。
為了要到達到這個目標， 天上、 地下所

意義及有關真主的思想之最好的方式。 伊
斯蘭教並沒有採納一面倒的人道主義哲
學， 這些哲學幾乎將人神化， 及沒有任何
可以超越他們的。 伊斯蘭教也不接受相等
一面倒的裁定， 即人性本惡或充滿罪。 伊
斯蘭教拒絕生命是污穢、 殘酷、 短暫及痛
苦的思想， 也同樣拒絕有關生命是自己結
束的， 是享樂及無拘無束的思想。 伊斯蘭
教給生命一個積極的意義和目的。 如果只

有的一切， 都是為了他而造的， 是附屬
於他的。 這星球上的生活並不是人的監
獄； 人類來到這世界並不是因為他以前
所犯的罪的懲罰， 也不是因為被另一個
世界放逐及被趕到這個世界。 他的存在
不是純粹的機遇， 或沒有設計的存在。
3. 知識是人特別的一部分， 是他這個人和
人格的一部分。 知識讓人有資格成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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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的總督， 並授權他管理那些可尊
敬及忠誠的人， 甚至真主的天使。
4. 生命在世上開始的第一個階段， 並不是

責任。 這肯定是無可想像的。
7. 生命是從真主來的， 它並非永恆或自己
結束， 這只是一個過渡期的階段， 之後
全部都會回歸創造者那裡。

在罪裡或背叛創造主。 人在伊甸園的
「墮」落以及之後發生的事情
亞當

8. 人是有責任的代理人。 但只有真正的犯

和夏娃的懊悔， 他們的悔改， 真主的饒
恕和對他們的憐憫， 人和撒但的仇恨，

罪者本身必須對罪負責任。 罪並非遺傳
性、 轉移性或集體性。 每一個個體均要

這些其實都沒有讓創造主訝異。 在所有
的事件中， 這過程也不是偶然。 這是太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當人容易受敗壞
之影響的同時， 他其實也有能力救贖和

有意義了， 不可能是偶然的。 它看起來
是為了要勸戒第一個人而設計的， 給人

重建。 這並不代表伊斯蘭教比較傾向個
人多過群體。 若與社會性比較， 個人主

實際的起落， 道德的失敗和勝利， 離開
及與創造主和好的經驗
， 人便可以
。 如此

義就算不得什麼了。 它的意思就是個人
有其不同的角色需要扮演。 他必須要維

更加預備來面對生活
， 甚至是未能肯定和
嘗試的時刻
。

護他的道德正直， 保存他的身分， 實施
真主的權利及履行他的社會責任。

5. 在人的第一對夫妻中， 夏娃並不是較軟

9. 人是有尊嚴和高貴的個體。 他的尊嚴來

弱的。 她並沒有試探亞當吃樹上的禁
果， 她也不是那位要獨自為人被逐出伊

自於他的創造者的靈吹入他裡面。 更重
要的是， 這種尊嚴並未侷限在任何特別

甸園負責的人。 亞當和夏娃同樣地被試
探及同樣地要負起責任； 他們都懊悔，
蒙受真主的赦免和憐憫的福氣。 這是重

的種族、 膚色或階級。 這是人自然的權
利， 每一個人都是世上最高貴的。
10. 這段經文最後指出獨一真神是深邃的

要的， 因為它釋放了夏娃和她性別千百
年來的咒詛， 也讓她不再單獨背負所有

思想， 以及人的一致性。 它進一步表
明， 人的最高美德是敬虔和知識， 也就

或多數墮落的責任。 再加上它宣告了有
關相信女人的劣等道德是不存在的， 所

是當那知識是根據真主的指導而獲得與

以雙重標準是不公平的。 此處就好像其
他地方一樣， 古蘭經清楚地表明男人與
女人在美德與軟弱上是相等的， 他們有
相等的感情， 是同樣值得稱讚的。
6. 人是自由的， 被賦予自由意志。 這是其
人性的實體及他對其創造者的基本責
任。 如果沒有人相關的自由意志， 生命
就毫無意義， 以及真主與人的約就徒然
了。 沒有人的自由意志， 真主就打擊他
自己的目的， 人就完全不能擔負任何的

投資的， 人的幸福終站將會得到保證，
以及他的人生將會幸福。
第三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作者在原書裡並沒有註明是使用哪一種版本
之古蘭經譯本； 中譯本除另行標示， 皆採用
馬堅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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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本課中，對於穆斯林信仰的瞭解是否讓你感到驚訝？本課的哪些部分有助於你更
瞭解穆斯林？

2. 伊斯蘭教似乎更著重哪些真主的性格？

3. 伊斯蘭教對人性的評論是什麼？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Phil Parshall, Understanding Muslim Teachings and Traditions: A Guide for Christia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2).
Hammudah Abdalati, Islam in Foucs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sk 1998).
觀 看： 〈聖 城 麥 加〉（Inside Mecca）， 國 家 地 理 頻 道（National Geographic）DVD
(2000)， 及 〈認識伊斯蘭〉（Inside Islam）， 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DVD
(2002).
禱告： 每年的齋戒月期間， 每天為穆斯林禱告。 《30 天為穆斯林禱告》之禱告手冊已
經出版。
會面： 如果你所居住的社區有國際學生中心或語言中心， 可以問看看是否有穆斯林在
尋找家教。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二部

伊斯蘭教的宗教與文化

第四課

當代穆斯林
思考問題
 自從伊斯蘭教在第七世紀創立以來
， 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穆斯林是如
何面對這些變化的？
 我們該如何向穆斯林表示我們的同理心

， 並設身處地感受他們今日所面臨的挑

戰？
福音要求基督徒對別人的苦難遭遇應有何種回應？
 基督徒在應對變化時

， 應採取何種態度？

課程目標
描述伊斯蘭運動從其在第七世紀阿拉伯文化的雛形發展， 到今天各種伊斯蘭教形
式。 主要包含以下問題：
1. 伊斯蘭教的萌芽： 始於一個弱小的受迫害受苦難的改革運動。
2. 伊斯蘭教的轉變： 在穆罕默德在世時期， 伊斯蘭教轉變為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
體系。
3. 希吉拉（聖遷）之後， 伊斯蘭教統治和勢力的推行。
4. 伊斯蘭教確定其領導權的鬥爭， 奧斯曼對古蘭經的編撰與統一， 阿里統治下政
治與道德領導觀的辯論。
5. 伊斯蘭教的演變： 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宗教和遜尼派、 什葉派等其他派別的形
成原因。
6. 伊斯蘭教對現代世界力量的三大主要回應：
a. 回到好戰及政治和暴力的原始狀態。
b. 進行現代化建設， 透過改革和世俗化與世界融合。
c. 設法在激進派和自由派之間尋找中間道路。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多元化的穆斯林社會
坦誠以對： 穆斯林統一社會與基督教會

164 頁
168 頁
178 頁

基礎閱讀： 多元化的穆斯林： 分析報告

186 頁

完整閱讀：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使命的暗示

196 頁

伊斯蘭教非裔美籍人士的增長

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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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蘭經源於第七世紀的阿
拉伯文化。 然而， 隨著穆
斯林統一社會（umma）的壯大和
與其相關的事物受到挑戰， 伊斯
蘭教的表現形態亦發生了改變。
在應對這些挑戰時， 穆斯林社會
不是適應這些變化， 就是固守舊
的模式。 這些不同的反應使穆斯
林社會分裂成許多不同的支派
（例如， 遜尼派、 什葉派、 瓦哈
比派、 阿赫默底亞派、 伊斯蘭國
© Caleb Project

等等）。
當穆斯林逃離了麥加的迫
害， 開始在麥地那創建成功的社
會的時候， 伊斯蘭教的性質就第
一次改變了。 新掌權的穆斯林社
會開始征服非穆斯林， 包括麥地

摩洛哥男人聚集禱告

那的猶太部落。 此時， 穆斯林社
會轉換了其中心， 成了一個以阿拉伯人為中心的宗教。 不慶祝猶太人的贖罪日， 不向
耶路撒冷方向朝拜， 此時朝覲的目的地和方向都改為麥加。 穆罕默德死後， 又出現了
另一個轉變。 當時， 文化的差異以及在如何選出穆罕默德接班人方面的爭執， 引起了
穆斯林社會內部的反叛和內戰。 穆斯林今天還在為這些問題爭鬧不休。 事實上， 在過
去的一個世紀裡， 社會、 政治、 科技和經濟所發生的變化， 比從穆罕默德時期以來所
有穆斯林歷史所發生的變化總和還要大。 結果， 如同所有其他社會一樣， 今天的伊斯
蘭教更加多元化， 與瞬息萬變的世界的爭競也比以往更加激烈。
雖然穆斯林群體之間存在著差異， 但
穆斯林擁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血緣關係， 形

祝同樣的節日， 重複同樣的禱告詞。 他們
極為團結並顯出全球性的伊斯蘭社會， 且

式上也大同小異。 所有穆斯林在禮貌、 清
潔和衣著方面， 都具有相同的風格。 大多

以此自豪。 伊斯蘭教認為只有兩個群體：
穆斯林之境， 即和平之境（Dar al-Islam,

數人使用阿拉伯名字。 全世界的穆斯林慶

Dar as-Salaam）， 另一個就是非穆斯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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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Dar al-Harb）， 即戰爭之境。 這種目
的之共同性乃為捍衛他們的群體並尋求擴

林的日常生活， 但我們還需要探討穆斯林
如何面對今日的世界。 伊斯蘭教有宗教和

展， 生動地反映出穆斯林社會的共同性和
穆斯林信奉唯一神的共同信仰。

世俗的改革運動， 以尋求信仰的現代化。
伊斯蘭教也有反覆的復興努力， 企圖再次

獨一性（Tawhid）， 意味著拒絕將世
俗和宗教分開。 穆斯林認為真主掌管著一

團結穆斯林統一社會， 使其回歸理想狀
況。 雖然這些努力對一般的伊斯蘭教信眾

個人的全部， 包括心靈和生命， 而不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 生活中的各個領域， 包括
個人、 宗教、 經濟、 社會和政治等各方

來說， 可能不是太西方化就是太阿拉伯化
了， 但他們的抱負正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面， 全都藉著伊斯蘭教而服從於真主。 穆
罕默德‧ 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
說： 「宗教並非分開獨立的事務； 它既不
純粹是一種思想， 也不純粹是情感或行
為； 它是整個人的一種表達。 」1
雖然建立這種合一和成功的理想主義
穆斯林社會（Umma）鼓舞著穆斯林的傳

當我們論及這些廣泛的主題時， 我們必須
記住， 我們是聆聽穆斯林朋友的觀點， 對
他們的需要作出回應， 而不是按照陳規來
回應或思考。
穆斯林生活在一個新近被民族主義、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現代主義、 唯物主
義、 世俗主義和種族主義所衝擊的世界。
穆斯林在這些哲學方面失敗的經歷， 使得
他們幻想破滅。 許多人會問： 「真主是不

道事業， 但許多穆斯林社會遭受著「伊斯
蘭」政府的壓迫， 根本達不到這種理想狀

是已經拋棄我們了？也許他正在懲罰我

態。 早些世紀的穆斯林帝國紛紛退出歷史
舞臺， 哈里發政權被瓦解。 許多穆斯林居

們， 要使我們回歸伊斯蘭教。 」這個訊息
吸引了許多類型的穆斯林， 包括過著現代

住在多元文化社會中， 或移民到西方社
會。 如此看來， 今天的穆斯林社會到底是

生活之富裕年輕的一代、 受壓迫的貧窮婦
女； 也包括經濟拮据之中產階級商人， 和

什麼樣子？

因城市犯罪而被關押的非裔美籍男子。
由於穆斯林幻想的破滅， 他們有時將

在現實中並非只有一個伊斯蘭教， 或
者說只有一種穆斯林模式， 而是有幾個常

憤怒發洩到那些所謂的導致失敗的原因

見的派別。 有些比較活躍， 非常擔心他們
的文化道德會隨波逐流向現代主義發展，

上。 他們認為富裕的西方國家， 以消費者
為目標的利己主義社會， 在主要程度上應

而其他派別則更趨向現代化和西方化。 有
些穆斯林是民族主義者， 為他們自己（身

該對他們的遭遇負責， 或者至少沒有主動
減輕一點他們的苦難。 在許多穆斯林的眼

為穆斯林）而自豪， 但大多數人還是普羅
大眾， 需要房子、 食物、 教育、 衛生保健

裡， 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在今天仍然橫行
著， 藉由西方的商業和電視、 電影、 色情
向外傳播， 對他們進行著經濟和文化的壓

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些廣義的範疇是有
流動性的， 也是可以自由重疊的。
所以， 儘管第三課幫助我們瞭解穆斯
林的宗教實踐， 及第五課將提到一般穆斯

迫。 因為這些事情， 穆斯林非常擔心他們
的孩子吸收邪惡的西方價值觀。 他們為他
們的家庭和群體的未來感到非常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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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穆斯林堅決地認為， 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只是跨國公司的傀

他國的典型寫照。 穆斯林只能忍受痛苦和
羞辱， 無力解決他們的政治問題。 他們認

儡， 它們強迫窮人過苦日子； 追求自己的
經濟利益， 從不賠償他們在獨裁政權下所

為那種恥辱不該隱藏， 而是必須報復。
我們若處在他們這種形勢下， 會作何

做的不當投資。 許多穆斯林說， 西方國家
所制定的政策只考慮到西方的利益， 只知

反應呢？作為編輯， 雖然我不認同穆斯林
就當前時事所持有的所有觀點， 但我同情

道以提供財務援助和出口軍事設備支撐非

他們的境遇。 我承認心中無神、 背教、 相
信異端邪說是現代人通常的特點。 我也承
認即使我受到小小的侮辱也會勃然大怒，

法政權。 美國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就是個
主要例證， 它是西方實行雙重標準和干涉

榮與辱

「除血之外， 沒有什麼能夠洗恥雪辱。 」（阿拉伯諺語）

在每一種文化當中， 家庭、 社會和政府都教導他們的孩子， 哪些行為是可接受的， 應
該受獎賞； 而又有哪些行為是不可接受的， 應該受懲罰。 這些價值觀和教導這些價值觀的
方式， 每個社會各有不同。 許多西方文化注重真理、 誠實、 對與錯、 有罪和無罪。 孩子們
在受責罵的時候所得到的訊息是「不能做那件事！」法律體系保護自由和權利。 欺騙是不
被允許的， 因為那樣不公平。 扭曲或隱瞞事實真相是沒禮貌、 不尊重、 不文明的行為，
即： 不能信任說謊者。
然而， 在大多數非西方文化當中， 孩子們在受責罵的時候所得到的訊息是「那樣是羞
恥的」， 他們被教導隱瞞事實是有禮貌的行為， 而不是失禮的。 讓人蒙羞還通常被當作是
對犯罪行為的懲罰， 法律體系也捍衛一個人為了保護他的榮譽而做的行為。 為了維護顏
面， 可以饋贈禮物給當權者， 這種行為被認為是出於尊重； 對西方人來說， 這些做法則顯
然是撒謊和賄賂。 但是在非西方社會裡， 那些忽視了這些義務的人可能被認為是沒禮貌、
不懂尊重、 不文明的人， 即： 不能信任不要顏面的人。
榮與辱是強有力的社會推動力。 在許多文化裡， 一人受榮， 全家和全社會一起沾光；
而一人蒙羞， 則是對所有人的冒犯， 而且必須加以報復。 一個人若是使他的家庭不光彩，
他可能會被家庭所摒棄， 最極端的情況就是被殺害， 以恢復這個家姓的名譽。 許多聖經經
文均反映出一種榮辱文化： 「棄絕管教的， 必致貧受辱； 領受責備的， 必得尊榮。 」（箴
言十三 18； 另參民數記十二 14； 撒母耳記下十三 1-32； 希伯來書十二 1-3）
進深閱讀
Roland Muller, Honor and Shame: Unlocking the Door (Philadelphia, Pa.: Xlibris, 2000).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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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不知道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
是否也會訴諸於暴力。 但當我聽說我的穆
斯林朋友不分青紅皂白地使用暴力， 殺害
婦女兒童、 老弱病殘者和穆斯林同胞， 以
宣洩他們理想幻滅後的憤怒時， 我意識到
他們急需要其他更好的選擇。

民主的真正面目
在倫敦的一個孟加拉人鄰居家裡， 我
看到一張海報， 上面宣稱： 「民主政治就
是奴隸制度。 」地上放著一堆宣傳單， 上
面寫著：

們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
‧ 自由和民主文化教導我們， 穆斯林和猶
太人、 基督徒、 印度教徒、 無神論者、
偶像崇拜者等所有人之間， 沒有任何的
分別。
‧ 西方透過洗腦， 讓你相信民主， 其目的
是要你遠離伊斯蘭教強有力的真理。
‧ 伊斯蘭教遵循的是真主的律法， 而不是
人的律法。
‧ 穆斯林的意願降服於真主完美的旨意。

你是否依然相信民主？

‧ 民主代表著以人為本的生活方式。 人控
制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他為自己制
定法律， 根據自己的意願評斷好與壞。
民主意味著人獨立於造物主。
‧ 在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社會中， 同性戀、
男女淫亂和私生子等現象， 被認為是正
常的價值觀。
‧ 民主意味著人民大眾是法律的奴隸， 而
法律是由不合格的政治家們為了保障他

雖然這個特殊的穆斯林政治團體對民
主的看法有別於我， 但我也認識到， 許多
的民主無法達到理想的狀況， 及伴有非經
意的、 難以解決的結果。 如同許多穆斯林
那樣， 我也是首先努力地降服於神， 而不
是降服於不完美的人類體系。
如同哈馬斯（HAMAS）這樣的激進
組織， 經常以貢獻於他們的社會、 扶貧濟
弱、 幫助孤兒寡婦來吸引穆斯林。 聖經也

跟隨希吉拉（出走麥地那）

跟隨十字架

逃離迫害

堅持不懈

受苦是不正常的

受苦是正常的

尋求建立世俗國家

拒絕建立世俗國家

藉律法革新

以酵、 鹽和光的方式革新

需要權勢

需要救主

否認十字架： 拒絕弱點和軟弱

背起十字架： 藉著弱點和軟弱來改變自己

摘自： David W. Shenk,“Islam and Christianity: A Quest for Community,”1983 年二月 14 日未發表之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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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我們這樣做。 穆斯林需要人權， 需要
社會福利， 需要經濟發展機會和宗教自
由， 這也是基督徒應該認可和追求的責
任。 所以許多穆斯林問道： 「跟隨和效法
耶穌的基督徒在哪裡？」所以下文由大衛
‧ 申克（David W. Shenk）所論述的文章
「坦誠以對： 穆斯林統一社會與基督教
會」， 顯得格外重要。
我們需要作有根據的回應。 但在此之
前， 我們需要評估： 基督教的各種宗派是
如何給穆斯林留下一種分離又互相矛盾的

者會無法下嚥生命的糧！
基督的道路不同於這個世界的道路。
耶穌不尋求成功、 財富和權勢。 祂自己降
卑， 為我們走上十字架。 現在， 祂呼召我
們跟隨祂的腳蹤， 建立一個永恆的屬靈國
度， 而不是地上的社會。 穆斯林可能永遠
不會批判耶穌， 祂的美名是毋庸置疑的。
問題是， 我們未能夠讓穆斯林看到我們如
同耶穌那樣的行事為人。 我們該怎麼做
呢？
─K.S.， 編者

基督形像？這些形式的基督教該如何與我
們的文化有所關聯？相信聖經的基督教如
何適應不同的時代和地域？我們的教會該
如何適應世界的變化， 既不墨守成規， 又
不自由放縱？《美國伊斯蘭教面貌的改
變》（The Changing Face of Islam in America）一書的合著者艾利斯（Carl Ellis）
說， 我們所呈現出的基督好像被裹在西方
文化的塑膠袋中。 難怪原本有意願的接受

進深閱讀
Jacob M. Fellure, The Everything Middle East
Book: The Nations, Their Histories, and Their
Conflicts (Avon, Ma.: F+W Publications, 2004).
章節附註
1. Muhammad Iqbal,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 ,(Lahore, Pakistan:
Ashraf Press, 1968), p. 2.

多元化的穆斯林社會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先知預見在他的門徒當中將興起不

了七十二個宗派， 我的後裔將分裂成七十
三個宗派。 除了一個宗派之外， 其他所有

同的教派。 有一個最著名的傳統記
載穆罕默德說過： 「我實在地告訴你們，
宗派分裂將會發生在我的子民身上， 正如

宗派都將進地獄。 」1
穆罕默德的假設就是， 異端將會很容

以色列的後裔那樣。 以色列的後裔分裂成

易就被辨認出來。 所有不走正道的人都會

帕沙是當今穆斯林事工的領導權威。 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自 1962 年以來， 就一直生活在孟加拉和菲律賓的
穆斯林當中。 他共寫了九本關於基督徒如何向穆斯林宣教的書。
本文摘自： Phil Parshall , Beyond the Mosque: Christians Within Muslim Community , (Grand Rapids: Baker, 1985),
pp47-63.蒙允使用。 www.baker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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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穆斯林社會交付給地獄。 只有真正的穆
斯林才有特權進入天堂。 實際上， 一個宗

裡念念有詞地應和道。 他們的肩膀因
這種擊打儀式而青紫， 圍在頭上的方

教或意識形態中的異端， 從來都是不容易
鑒別的。 任何組織裡都混有許多教義、 解

巾被汗水濕透。 他們還是繼續吟唱
， 有規律地擊打， 鐵鏈再次像香

釋和實踐做法。 純正與否只是相對而言。
在伊斯蘭教裡， 同與異， 和與分， 愛

爐一樣擺動。 當百來個受難劇的扮

與恨， 都可以融入宗教、 世界觀、 社會、
儀式和原則。 高於一切的統一是廣為追求
但卻難以實現的現象， 大部分穆斯林都對
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社會無法達到先知所敘
述的理想的大一統而倍感氣餒。

伊斯蘭教中的什葉派
火把怪異地照亮旗幟， 表演者
每個人右手拿一串黑色的鐵鏈， 身
穿黑袍， 眼睛發亮但顯疲憊， 汗流浹
背
這是我完全陌生的宗教經歷。

演者（taziyas）在清真寺內等候輪到
他們的時候， 鐵鏈發出重擊的聲音，
在這持續進行儀式的半拍間歇間， 數
十、 百人越趨高昂的吟唱聲， 遠遠地
便可以聽到。
「Ohhhhhh—Husayn， 我們深愛
的殉教士， 我們在此深痛悼念你， 」
領拜者這樣高呼。 站在我附近的男
人抽泣， 淚如泉湧， 女人們那撕裂
心腸的哭聲訴說他的死所帶來的無
盡失落和痛苦， 表達他們對他深切
的懷念和哀悼。 2

緩慢而有節奏的禮拜讚歌強烈而從

以上 就是 弗尼 亞（Elizabeth W. Fer-

容， 始終如一， 鐵鏈向下擺動， 領拜
者拖長的吆喝聲， 還有金屬在身上的
拍擊聲， 都跟聖歌的節奏規律地進

nea）在伊拉克卡爾巴拉（Karbala）什葉

行。 以古老尊貴的形象， 這些年輕
人再次表現出百萬朝覲者的精神： 克
己、 謙卑和悔罪， 這些都是什葉派伊
斯蘭教的精髓所在。
「至大至榮的侯賽因啊， 我們在
此悼念你， 」領拜者這樣喊道， 然後
向後退， 用有節奏的步伐， 一步步
走向大街上的通道。 此時， 人們手中
的鐵鏈像香爐一樣的擺動， 越過身
體， 盪到另一邊； 眾人赤腳一齊跺
地， 間歇半拍之後， 鐵鏈再次盪了過
來， 重擊在赤裸的肩膀上。
「Yaaaa—Husayn」， 年 輕 人 嘴

派諾大的朝覲中心參觀侯賽因之墓所經歷
的情景。 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 在侯
賽因周年祭日的時候都會舉行類似的儀
式， 以悼念他們的領袖、 英雄， 而最重要
的還是殉教士。

穆罕默德繼承人的問題：
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裂
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最初、 也是最基
本的分裂因素， 就是繼承人之問題的分
歧， 認識到這一點是極重要的。 這個議題
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因素。 今天大約百分之
八十五的穆斯林是遜尼派， 而只有百分之
十五是什葉派。
穆罕默德生前並沒有指定誰作他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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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 這就為伊斯蘭教的第一次主要危機
埋下了伏筆， 因為各方都極力讓自己成為
© 2000 J. Dudley Woodberry

繼這位超凡的獨裁領袖之後， 政教兼併的
統治勢力。
艾布‧ 伯克爾（Abu Bakr）、 烏馬爾
（Umar）和奧斯曼（Uthman）是繼穆罕
默德之後的三位領袖。 奧斯曼被暗殺之
後， 阿里（Ali）成了哈里發。 他是穆罕默
德 的 第 一 個 堂 弟， 透 過 與 法 蒂 瑪（Fatima）結婚而成了先知的女婿。 很快地，
阿里與奧斯曼的一個親戚即敘利亞的總都
穆阿維葉（Muawiyah）發生了衝突。 遜尼
派和什葉派的分道揚鑣就是從這裡開始
的。 阿里被什葉派認可， 成為第一位合法
的哈里發。 什葉派認為， 阿里的兒子哈桑
（Hasan）應該成為合法的領袖， 隨後的
繼承人當屬阿里的另一個兒子侯賽因。 在
侯賽因正要真正繼承領導地位的這個歷史
關鍵時刻， 穆阿維葉的死黨在卡爾巴拉戰
役中， 卻殺害了侯賽因和他的七十位追隨
者。 什葉派擁護從阿里及其殉教的兒子侯
賽因開始傳下的繼承線， 而遜尼派則認同
伯克爾、 烏馬爾、 奧斯曼、 阿里和穆阿維
葉這條繼承線。

什葉派的自我鞭打

（Twelver）相信他仍然活著， 並積極地參
與引導信徒； 在世界末日的時候， 他將重
新出現， 讓全世界都皈依伊斯蘭教。 忠誠
於馬赫迪是什葉派教徒中的一條重要教
義， 這些人通常被稱為「十二」什葉派。

什葉派特色
隨著伊斯蘭歷史的變遷， 什葉派發展
了許多自己的特色， 使它們與其他穆斯林
傳統有一些區別。 例如， 他們的古蘭經與
其他伊斯蘭世界所使用的古蘭經相比， 還
包含了一些古蘭經異本。 3 而且， 什葉派
「有他們自己的聖訓集， 是在十世紀的時

什葉派給穆罕默德繼承人的稱號是

候編纂的， 當時正是白益（Buyid）王朝
統治巴格達的時候。 」4 什葉派與遜尼派

「伊瑪目」（Imam）， 而不是「哈里發」
（Caliph）。 這些伊瑪目被認為是歷史上

之別的一個特徵是臨時婚姻（muta）。 在
遠離家鄉出外征戰的戰士當中， 這種做法

確實可靠的真理的指路人。 最大的什葉派
組織認為他們有十二位伊瑪目， 這個世系

尤其盛行。 雙方會簽訂一個婚約， 並規定
支付女方一定數目的金錢。 此臨時婚姻的

中 的 最 後 一 位 就 是 穆 罕 默 德‧ 穆 塔 扎

長短期限寫明在婚約裡面。 正統的遜尼派
領導人譴責這種做法無異於通姦。 5 古蘭

（Muhammad al-Mutazar）， 也就是馬赫
迪（al-Mahdi， 受正確指引的那位）。 他
被認為在西元 878 年的時候消失（隱身）
在伊拉克的薩馬拉清真寺。 十二什葉派

經四章 28 節經常被解釋成是對臨時婚姻的
支持和許可： 「真主欲減輕你們的負擔；
人是被造成懦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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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對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
分歧的看法
這裡有必要花費一些時間來提伊朗的
阿 亞 圖 拉‧ 霍 梅 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卒於 1989 年）對於這兩派的看
法。 霍梅尼是當代最著名的「十二什葉
派」成員， 他非常強調在所有穆斯林之間
建立兄弟友誼的必要性， 這樣所有的穆斯
林就能聯合起來向「美國和猶太復國主
義」宣戰。
比民族主義更可悲、 更危險的是
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紛爭， 和在穆
斯林同胞當中有害的宣傳。 讚美並感
謝真主， 在我們的革命裡， 這兩派之

教上的分歧。 1983 年， 我參觀了美國底特
律一處什葉派清真寺。 外牆上掛著霍梅尼
的一幅巨像， 印有「聖戰」的小冊子堆滿
了一張大桌子。 很明顯， 在這個清真寺裡
祈禱， 沒有一個伊拉克遜尼派穆斯林會感
覺自在， 即使他們的大部分教義學問題與
伊朗人的密切相關。 我不由得將之與 1974
年我在洛桑世界宣教大會上看到的兄弟精
神相對比。 大會上， 信仰基督的孟加拉人
和巴基斯坦人、 南非人和辛巴威人、 東德
和西德人， 他們超越正常的政治對抗， 自
由地彰顯出約翰福音十七章裡所要求的基
督的同一性（Oneness）。
這裡再引用穆斯林學者奈斯爾（Seyy-

間並不存在區別。 我們所有人都有

ed Hossein Nasr）的一段話， 奈斯爾大幅
度地縮小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差距。 引用

肩並肩的友誼和兄弟情誼。 遍佈伊朗
為數眾多的遜尼派人有他們自己的宗

這段話的目的， 是為了查明分歧的根源，
讓不同傳統的穆斯林能思考這些問題：

教學者（Ulama）和尋道者（shieks）
；
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 與我們是平等
的， 他們也反對某些罪犯， 美國和猶
太復國主義的代理人正在製造分歧的
企圖。 穆斯林世界的遜尼派同胞們必
須知道， 撒但超級強權的代理人並不
希望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安寧。 穆斯林
必須擺脫他們， 對他們各樣的惡意宣
傳不予理睬。 我向全世界所有虔誠的
穆斯林伸出兄弟情誼之手， 懇請他們
把什葉派當作寶貴的兄弟， 讓我們一
起挫敗外來者險惡的陰謀。 6
必須提到的是， 霍梅尼是極力推行重
實效的穆斯林統一社會的人。 他將其視為
進一步實現他革命目標的統一力量。 確
實， 伊斯蘭世界目前的政治割據造成了宗

遜尼派和什葉派都屬於正統的伊
斯蘭教派， 並未以任何方式來破壞其
統一性。 對傳統統一性的破壞不是來
自於對它不同的應用， 而是來自對它
的原則、 形式及連續性的破壞。 實際
上， 作為「統一的宗教」， 伊斯蘭教
比其他世界宗教更顯示其同一性， 同
時很少表現出宗教的多樣性。 遜尼派
和什葉派在伊斯蘭教裡都是其中的一
支， 並不是要破壞其統一性， 而是要
使更多人和不同的屬靈類型參與進
來。 遜尼派和什葉派念誦的都是同樣
的清真言， 「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只是在不同的
風氣裡所表達的， 多少帶有一些不同
的靈性馨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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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比派（WAHHABIS）
1691 年， 穆罕默德‧ 伊本‧ 阿布杜‧
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
出生在北阿拉伯半島的阿衣納（Ayinah）
。
他遵從四大教法學派中最嚴格的學派罕百

格達和麥地那求學受教。 有一年， 他被當
作是蘇非主義的擁護者。 最後， 他成了伊
本‧ 泰米葉（Ibn Taimiyyah）思想的追隨
者， 泰米葉是十四世紀罕百里學派的一位
神學家， 極力堅持嚴格遵守伊斯蘭的律法
和儀式。
瓦哈布被逐出了家園， 後避難到塔利

© Caleb Project

里（Hanbali）學派的教律， 堅持嚴格的伊
斯蘭教義。 瓦哈布到處遊歷， 在麥加、 巴

蘇門答臘的男孩

仰和禁令， 均反映出他對自己所遵從的伊
斯蘭教的關注：

亞（Dariya）的小村莊， 受當地首領穆罕
默德‧ 本‧ 沙特（Muhammad bin Saud）

‧ 必須認可四大教法學派和六大聖訓集。
‧ 除安拉之外， 所有的崇拜物件都是假

的保護。
這段插曲決定了阿拉伯歷史的整個進

的， 所有崇拜別神的人都要處死。
‧ 禁止為取悅真主並贏得他的幫助而去參
拜穆斯林聖徒之墓。

程。 在沙特家族的援助下， 瓦哈比派教徒
開始攻打周邊的城鎮和部落， 每征服一個
地方， 就將瓦哈比派的教義強加給當地。
到了十九世紀末， 瓦哈比派控制了現在被
稱為沙烏地阿拉伯的大部分地方。 這個名
字也暗示了「阿拉伯半島是屬於沙特家族
的」。 沙特家族從那時候到現在， 即一直
控制著阿拉伯半島的重要區域， 期間有兩
次重要的中斷， 第一次是土耳其的佔領
（1818-1833）， 第二次是穆罕默德‧ 本‧
拉希德（Muhammad bin Rashid）在 1891

‧ 在禱告中說到任何先知、 聖徒或天使的
名字， 都是多神教的行為。
‧ 只能向安拉祈禱。
‧ 不能向任何人立誓言。
‧ 宣講基於古蘭經和聖行之外的知識是沒
有信仰的行為。
‧ 參加公共禮拜是必須履行的義務。
‧ 禁止吸煙， 否則處以四十大鞭的懲罰。
‧ 禁止刮鬍鬚和說辱罵性的話語。
‧ 所有收入都要課稅。

瓦哈布的目標是清除穆斯林曆三世紀

‧ 禁止使用念珠。 真主之名要用手指數
記。

之後加進伊斯蘭教的所有東西。 他在遊歷
中驚異地看到穆斯林偏離了正道的做法。

‧ 瓦哈比派清真寺的建築要最大程度上的
簡樸； 不允許有尖塔或裝飾物。

下面列舉了一些瓦哈布所宣布的儀式、 信

‧ 不能慶祝穆罕默德的生日。

年至 1901 年的統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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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絲綢、 金子和銀子。
‧ 不允許任何音樂。

接受了良好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教育， 還
從事過宗教研究。 據說他經常聽到不知從

‧ 相信真主神人合一。 關於真主的手、 他
的聽和看以及升天作王的古蘭經經文，

何而來之聲音的神祕經歷。 約 1880 年， 他
得出結論， 說他是受到真主的呼召， 要他

都要按字面意義來解釋。
‧ 必要的時候， 聖戰或說是宗教戰爭， 被
視為每個人必須參加的義務。

行使特殊的使命。 此後不久， 他出版了
《阿哈默底亞論證》
（Barahini Ahmadiyya）

‧ 不允許立墓碑。

9

嚴格的律法解釋

一書， 從一開始， 此書就被穆斯林同胞廣
為接受。
在 1889 年 3 月 4 日那天， 阿哈默德宣

瓦哈比教派一貫堅持對伊斯蘭律法進

稱受到天啟， 授權他發展自己的信徒。 此
後他開始解釋一系列新的教義， 並很快吸

行嚴格的解釋和應用。 有時， 瓦哈比派在
貫徹社會習俗時的嚴格性， 甚至超出了古

引了一群大能的追隨者， 但傳統穆斯林反
對阿哈默德的聲音隨之響起。 這種論戰一

蘭經。 對阿拉伯公主及其男友因通姦罪而
處死刑，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種嚴厲

直持續到 1908 年， 阿哈默德去世為止。
阿哈默底亞派教導了一些與眾不同的

和極端的處罰， 並不是古蘭經裡所規定
的。 很容易看出， 當今的瓦哈比主義（多

教義：

被當作瓦哈比派運動）更偏重於保守的律
法解釋。 利比亞、 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和
巴基斯坦， 就是這樣幾個激進的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盛行的國家。 這些國家尋求回到
早期原始的伊斯蘭教狀態。 利比亞和沙烏
地阿拉伯不惜傾出大量的石油收入來支持
穆斯林傳教。 在現今時代， 全世界建造清
真寺的熱潮達到空前的規模。 如果瓦哈布
今天還健在， 看到這場「伊斯蘭革命」，
一定會由衷地高興。

阿哈默底亞派（AHMADIYA）
阿哈默底亞運動的創始人米爾扎·歐拉

‧ 古蘭經沒有一句經文被廢除， 也不能被
廢除。 如果某經文看起來與其他經文相
互矛盾， 那是解經的失誤。
聖戰已經失效了
， 宗教絕不允許強迫。
‧
‧ 說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 並不表示他
是最後一位先知。 封印是展現先知的完
美性之標記； 但在他之後還可以出現先
知或使徒， 就像穆薩（摩西）之後出現
了其他希伯來先知那樣。
‧ 耶穌死了， 如同其他先知一樣， 他的身
體並沒有提升到天上。
‧ 火獄（地獄）不是永恆的。
‧ 背教不該處以死刑。

姆·阿哈默德（Mirza Ghulam Ahmad），
1839 年 出 生 於 印 度 旁 遮 普 的 卡 迪 安

‧ 對宗教做法的任何創新和改變都是有罪
的。 崇拜聖徒就是對真主至高權力的侵

（Qadian）小村莊。 米爾扎（mirza）的稱
謂 表 示 他 的 祖 先 是 隨 著 莫 臥 兒（Mug-

犯。
‧ 共識（Ijma）或群體公議通常只限於先
知的同伴。

hals）王朝的征服進入印度的。 阿哈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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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將永遠是真信徒的特權。
‧ 相信米爾扎‧ 歐拉姆‧ 阿哈默德為馬赫

復興者）， 目的是要他恢復伊斯蘭教的真
信仰。 他於是宣稱自己就是所應許的彌賽

迪（即彌賽亞）是最基本的信條。 沒有
此信條的信仰是不完全的。

亞， 馬赫迪和穆亞迪。 「同樣， 因為真主
會時常差派一些宗教復興者， 他就聲稱，

‧ 宗教的靈修比律法約束更重要。 阿哈默
底亞派教徒不需要歸屬任何特別的教法

作為馬赫迪身分的他， 自己正是穆罕默德
的第二次再臨。 實際上， 他就是『聖先知

學派。
‧ 不必遵循中古世紀的伊斯蘭學者對古蘭
經和聖訓的解釋。 10

的形像』。 」11
如卡內斯‧ 克萊格（Kenneth Cragg）
所評述的， 阿哈默德「最嚴重的潛在的異
端傾向， 就是將他自己的聲稱原封不動地

阿哈默底亞派備受爭議的聲稱

說成是伊斯蘭教的啟示」12。 但阿哈默德
對於他的先知或彌賽亞身分到底是怎麼說

在這套信仰教義裡， 可以找到阿哈默
德所有最具爭議的聲稱。 在思考穆斯林有

的？穆罕默德阿里斷言從技術上而言， 阿
哈默德從來沒有說自己是先知。 阿里認

關伊瑪目-馬赫迪的教導時， 他指出索羅亞
斯德教（Zoroastrians）、 印度教和佛教的

為， 阿哈默德使用一些如先知身分、 啟
示、 不通道這樣的詞， 是帶有蘇非派寓言
性和比喻性意義的 13。 一旦蘇非派深奧的

經書裡都預言了一位偉大的老師將要到
來。 過了一段時間， 阿哈默德感到他自己
就是真主所派來的穆亞迪（mujaddid， 即

言語引進了爭議裡， 就不允許有任何專一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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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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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蘇非派詞語帶有許多不同的意思。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當今的阿哈默底亞派

而且， 還要指出的是米爾扎提高
了先知身分的標準， 並宣稱所有不接

教徒就堅決認為米爾扎‧ 歐拉姆‧ 阿哈默
德為真主的一位先知。

受他聲言的人， 都是伊斯蘭世界的不
通道者， 而伊斯蘭世界已經被各種紛

在伊斯蘭教主流之外

爭搞得四分五裂了。 這樣一來， 米爾
扎在自己和穆斯林之間築起了一道銅

於是阿哈默底亞派在伊斯蘭教主流之
外， 興起了一套新的信仰和實踐的宗教結
構。 他們發展出一位新的先知、 一個新的
修煉焦點、 一項新的使命、 一個新的屬靈

牆鐵壁。 牆的一邊是米爾扎好幾千位
的信徒， 牆的另一邊是其餘的穆斯林
世界， 這個世界範圍從摩洛哥到中
國， 並且有極出名的人物， 有效的改

中心、 新的儀式及新的宗教領導階層。 這
些特徵使阿哈默底亞主義提升到了一個新

革運動和有價值的體制。 他們陷於孤
立， 並與這整個世界對立。 所以， 他

的宗教水準。 凡選擇皈依阿哈默底亞派的
穆斯林， 必須棄絕舊的體制和人物。

毫無必要地給穆斯林添加了困難， 更
加惡化了他們的不團結， 並且為他們
所面臨的問題增添了新的複雜因素。

14

馬來族
馬來族有八百個族群， 人口超過三億六千萬， 分佈在東南亞一些島嶼國家如汶萊、 印
尼、 馬來西亞， 還有菲律賓、 新加坡和泰國南部。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穆斯林。
這些國家對待宗教的政策有驚人的不同。 伊斯蘭教是汶萊的國教， 而新加坡政府卻允
許相對的宗教自由。 在穆斯林占百分之六的菲律賓， 天主教會卻有相當大的影響。 即使遜
尼派伊斯蘭教在西馬來西亞半島是官方宗教， 但東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卻是少數族群。 在印
尼，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至少名義上是穆斯林， 但政府宣布， 所有的公民可以選擇以下五種
宗教中的一種： 佛教、 新教或者天主教、 印度教、 伊斯蘭教。
印尼蘇門答臘島北端四百萬的亞齊人（Aceh）幾乎百分之百是穆斯林。 他們有身為農
民和漁民而居住在鄉村的， 也有的居住在城市， 身分從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到顯赫的政府
官員。
1976 年， 部分亞齊人發動了一場獨立運動。 在隨後與印尼軍隊對抗的遊擊戰中有成千
上萬人喪生。 亞齊人也面臨了重視道德高標準和社區精神（包括對鄰居的積極負責態度）
的傳統伊斯蘭文化， 和經由媒體， 他們日益熟悉的物質主義西方生活方式之間不斷加劇的
衝突。 2004 年十二月， 亞齊省遭受了海嘯的巨大破壞。
摘自： 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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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 阿哈默德是位嚴厲不屈的人。
他個性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他的使命感似

悲！黑暗的蟲子！你們怎麼能夠隱藏真理
的射線？」15

乎吸引了他的門徒。 他具有磁性般的吸引
力， 能讓眾多的人寧願拋棄一切來跟從

打壓有烙印的非穆斯林

他。 人們說他行了許多神蹟， 他還能透過
祈求和念咒， 將災禍降臨到他的誹謗者。

由於發表了如此激烈的言辭， 阿哈默
德被烙上了異教者、 褻瀆者、 信仰之敵和

關於他猛烈攻擊傳統穆斯林領袖的一個例

行騙者的罪名。 他受到排斥， 並被禁止使
用清真寺。 後來， 阿富汗許多阿哈默底亞
教徒因異端而被處以死刑的懲罰。 1953

子有案可查： 「所有動物中， 最骯髒、 最
討人嫌的就是豬； 但比豬還骯髒的， 是那
些為了自己的基本欲望而隱瞞事實真相的
人。 吃人屍體的毛拉！骯髒的邪靈！出於
敵意而隱瞞伊斯蘭教真相， 你們真是可

年， 巴基斯坦的遜尼派與阿哈默底亞教派
之間發生了暴亂。 這場相互的對抗鬥爭一
直持續到 1974 年。 這一年， 巴基斯坦議會

真誠的你
大使命要求基督徒去使萬民作門徒。 再進一步地看這節經文， 我們就可以看到「去」
和「使萬民作門徒」， 一起組成了我們的宗旨： 「走到哪裡， 門徒造就就到那裡。 」
我們在家庭、 學校和工作的日常活動中， 都要時刻記得與基督有交通。 如此， 我們就
能讓人看到我們對主耶穌的熱愛和順服， 而且不管人們對福音的反應如何， 我們都要向眾
人彰顯基督的愛， 以作為我們行事為人的目標。
無論我們到哪裡， 都應該邀請我們的穆斯林朋友。 邀請他們一起野餐， 或參加你孩子
學校的演出。 如果他們與你有同樣的運動嗜好， 可以邀請他們一起來比賽或看電視賽況。
不要以為為了使你所認識的穆斯林對你感到印象深刻， 而需要刻意獻一些不實際的殷勤。
要真誠， 找出分享你生命的合適方式。
同時， 我們要請穆斯林朋友告訴我們有關他們的文化。 我們完全可以承認我們的無
知， 我們向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表明了我們的興趣； 透過這些問題， 可以建立瞭解並達成共
識。 「你在哪個城市出生？你家鄉的特色是什麼？你家鄉的政府會為民眾做哪些事情？你
是怎麼來到這個國家的？這裡與你們的文化有哪些不一樣？你最想念什麼？請談談你的家
庭。 」
穆斯林會更多地談論他們家鄉的文化， 而不是他們的宗教， 他們可能把這兩者看作是
一樣的。 當我們在瞭解穆斯林朋友的時候， 主耶穌會引導我們如何分享福音。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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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了一項法案， 正式宣佈阿哈默底亞教
派的信徒為非穆斯林之列。 阿拉伯半島的

者）， 但不認為他是先知。 他們同樣重視
在拓傳計劃中印刷大量的手冊和書籍。

一篇文章， 便補充說明了巴基斯坦的這種
局勢：

敵基督傾向

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卡迪安（阿哈
默底亞的一個派別）使用穆斯林的術
語。 1984 年 4 月通過的新法案對有以
下行為的卡迪安派或拉赫里派（另一
派別）人處以三年的監禁和罰金： 口
頭提起或書寫， 或明顯暗示米爾扎‧
歐拉姆‧ 阿哈默德的繼承者或其同
伴， 或他的妻子薩哈巴為 ummul-Momineen， 或稱他的家庭成員為「AhleBait」， 或把他崇拜的地方叫作 Masjid。
直接或間接以穆斯林自居的， 或

阿哈默底亞派極端敵視基督教。 他們
相信耶穌旅行到了喀什米爾， 今天他們還
能在斯利那加指出他的墳墓。 我花了一些
時間， 希望追溯他們的另一個聲稱， 就是
尋找著名的耶穌母親馬利亞之墓。 據說它
位於巴基斯坦穆里（Murree）附近的一處
山腰上。 然而， 我卻未能夠找到。
我在一個特別的穆斯林國家的一個城
鎮裡居住了幾年， 那裡有一支狂熱的阿哈
默底亞小派別。 他們在社會上並沒有太大
的力量， 但他們卻給我們的宣教隊找麻
煩。 有一次， 他們的領導者過來和我們一

稱自己的信仰為伊斯蘭教， 或宣講他
的信仰並要別人接受他的信仰的卡迪

位正在學習語言的新任宣教士談話， 這位
宣教士開始並不知道他們的身分， 他親切

安派人， 都會受到同樣的懲罰。 該法
令還授權地方政府， 查封卡迪安派發

上的一篇文章控告我們的宣教士是美國中

行的所有報紙、 書籍或其他文獻。

16

據他們自己的資料顯示， 該派別的信
徒有五十萬之多， 近一半居住在巴基斯
坦。 其總部設在巴基斯坦的拉布瓦（Rabwah）， 該派在那裡有很強的主導地位。
阿哈默底亞派信徒以各種管道慷慨捐贈。

熱情地接待他們， 儘量誠實地回答了他們
所提出的許多問題。 事後幾天， 地方報紙
央情報局派來的人。 這些阿哈默底亞派客
人顯然是告密者。
在這座城市裡， 阿哈默底亞教徒有他
們自己的小清真寺， 專為他們自己人使
用。 他們從不與遜尼派人一起參加任何穆
斯林儀式。

他們有強大的出版系統， 在整個穆斯林世
界宣傳著他們的信仰， 而且還非常強調建

這個派別的宗教熱情讓我大為驚訝。
他們是些有明確目的的人， 甘願為了他們

造學校和大學。 他們先前中心所在地卡季
揚（Kadiyan）人， 在整個印度是最多受

的信仰忍受一切， 甚至連死亡都不懼怕。
實際上， 他們好像是越受迫害便越興旺。

教育的。
阿哈默底亞派在拉合爾（Lahore）有

他們是伊斯蘭社會的一員嗎？這是整個穆

一個相對較小的宗派。 該派別視米爾扎‧
歐 拉 姆‧ 阿 哈 默 德 為 穆 亞 迪（即 復 興

斯林世界持續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他們認
為自己就是穆斯林， 注意到這一點是很重
要的。

178

斳雓 伊斯蘭世界

進深閱讀
David Zeidan, Sword of Allah: Islamic Fundamentalism from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Waynesboro, Ga.: Gabriel Publishing Authentic Media, ,
2003). www.authenticbooks.com
章節附註
1. Mishkatul-Misabih, bk. 1, chap. 6, pt. 2.
2. Elizabeth W. Fernea, Guests of the Sheik (Garden City, N.Y.: Anchor, 1965), pp. 242-43.
3. Maurice Gaudefroy-Demombynes, Muslim Institutions, trans. John P. Macgrego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0), p. 38.
4. Ibid., p. 39.
5. L. Bevan Jones, The People of the Mosque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32), p. 135.
6.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trans. Hamid Algar (Berkeley, Calif.: Mizan,
1980), p. 302.
7. Seyyed Hossein Nasr, Ideals and Realities of

Islam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147-48.
8. Michael Nazir-Ali, Isla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Exeter: Paternoster, 1983), p. 96.
9. Samuel M. Zwemer, Islam: A Challenge to
Faith (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907), pp. 150-51.
10. Alfred Guillaume, Islam (Baltimore: Penguin,
1954), pp. 126-27.
11. L. Bevan Jones, Christianity Explained to Muslims (1937;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64), p. 169.
12. Kenneth Cragg, Islamic Surveys 3: Counsels in
Contemporary Isla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6.
13. Abul Hasan Ali Nadwi, Qadianism: A Critical
Study, trans. Zafar Ishaq Anseri (Lahore: Shaikh Muhammad Ashraf, 1965), p. 121.
14. Ibid., pp. 136-37.
15. Ibid., p. 86.
16. “Qadianis-Non-Muslim,”Arabia
(June 1984), p. 72.

坦誠以對：穆斯林統一社會與基督教會
大衛‧ 申克（David W. Shenk）
「為什麼基督徒不效法耶穌的做
法？」一位穆斯林這樣問道。 在華
盛頓藍尼羅河飯店， 我正與一位親密的穆

我們在沉默中喝了一口豆蔻茶， 然後
他繼續說道： 「我遇到了幾位， 極少數人
願意效法耶穌。 但他們只在他們的私人生

斯林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靠近我， 問
我這個令人揪心的問題。

活方面效法他。 結果， 你們美國社會就變
得非常邪惡。 在我看來， 你們基督徒似乎

他繼續緩慢而充滿疑惑地說道： 「當
我讀到福音書的時候， 我欣喜若狂。 耶穌

並不相信耶穌的道是運用於實際生活的。
這讓我感到非常心痛。 」

的生活和教導是如此美妙， 真的是非常美
妙。 但可否舉出一些甘心效仿耶穌的基督
徒。 」

這些話讓我想起了一位熟人和他的一
些神職界同事， 與阿亞圖拉‧ 霍梅尼在
1979 年耶誕節的一段類似的談話。 這位阿

申克博士是美國賓州 Salunga 市門諾會的全球宣教顧問。 他出生於坦桑尼亞的一個宣教世家， 曾於索馬里、 肯亞和
美國工作， 並在立陶宛教過書。 他曾寫過十多本有關宣教與福音及與其他宗教關係等方面的書籍。
本文摘自 David W. Shenk, “Islam and Christianity: A Quest for Community,” 1983 年二月 14 日未發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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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圖拉懇請這些神職人員更認真地對待耶
穌， 並補充說道， 如果美國的基督徒真正
相信耶穌並跟隨效法耶穌， 那麼美國不正
當對待伊朗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神學上和實踐上的議題
穆斯林社會和基督教會都是由敬畏真
神的信徒組成的群體。 兩者都認為他們在
今世收到了來自真神的使命。 在彼此交鋒
的時候， 都經歷了痛苦。 實際上， 伊斯蘭
教對基督徒作為真神子民的理解和責任是

主的人， 也渴望被一切敬畏真主的人所接
納。 開始時， 是阿拉伯人尋求被人們接
納， 而現在它反而又邀請萬族萬民都來參
與這個包容的祝福。
第七世紀時， 阿拉伯人的島嶼阿拉伯
半島， 大部分被基督教的人士所包圍。 阿
拉伯人周邊的埃塞俄比亞人、 埃及人和敘
利亞人都被先進的基督教文化所同化， 有
了他們本土語言的聖經。 異教徒、 遊牧的
阿拉伯人則生活在蒙昧無知（jahiliyyah）

個極大的挑戰。 對此有以下幾個理由。

當中， 這種長期蒙昧的狀態是因為受到持
經之人的排外而造成的。 對新生的伊斯蘭

敬神者穆斯林

教而言， 阿拉伯經書（古蘭經）和阿拉伯
人的先知， 宣告了阿拉伯各族現在也可以

伊斯蘭教是敬神的人所發起的後基督
教運動。 在新約中， 敬畏神的外邦人受到
讚賞， 認為他們是比多神教人士更接近真
理 的 人（參 見 使 徒 行 傳 十 34-36， 十 三
26）。 這些前基督教的敬神者特別能夠接
受基督教信仰。 另一方面， 伊斯蘭教呈現
了一個新約中不曾出現的神學問題， 這便
是後基督教時代的一神論信仰， 它誕生於
基督教的環境中。

分享的好消息。 伊斯蘭教的邀請就成了好
消息， 它邀請萬民都來加入這和平的社
會， 來成為真主的子民。 穆斯林堅信無論
出生在何地的人， 一生下來就是穆斯林。
這種信念使他們能夠廣納信徒， 並且憎惡
一切排外主義。 因此， 伊斯蘭教的宣教成
果是無法統計的。 所有人生來就是穆斯
林， 伊斯蘭教的使命就是邀請人們來確認
這個事實。

在伊斯蘭教中， 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
信仰的影子。 伊斯蘭教就像亞流派基督教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地區的擴展

的一種形式， 1 但與亞流派不同， 伊斯蘭
教超越了教規， 拋棄了基督教的見證和聖

伊斯蘭教宣教早期最快的擴展， 是發
生在基督教社會。 在伊斯蘭教誕生的第一

經的啟示， 獨立門戶並繁榮起來。 因而，
雖然亞流派最終被教會封殺， 但伊斯蘭教

個世紀裡， 它已經控制了半個基督教世
界。 在穆斯林政府統治的所有基督教社

卻成為超越了教規束縛的運動， 並一步步
壯大起來。

會， 總有穩定的皈依浪潮從教會轉到伊斯
蘭教。 政治上的策略如一方面給予教會受

敞開胸襟的伊斯蘭教

保護的地位， 另一方面則對想要皈依基督
教的穆斯林行使各種背教法， 兩者結合一

伊斯蘭教始於人們對接納成為真主子
民的追求。 伊斯蘭教希望吸收一切敬畏真

起， 保證了整體的皈依趨勢總是有利於伊
斯蘭教。 在穆斯林政府統治的所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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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縮小的基督教群體就是典型的例子。
穆斯林將他們政治所控制的地區稱作和平

情況的發生， 包括因無規則的宗教多元
化， 或因把生活分為世俗和屬靈兩方面而

之境（Dar al-Islam）。 凡在哪裡建立了和
平之境， 那裡的教會就面臨著負增長。

產生的社會不穩定。 信唯一真主是個人和
社會在真主所啟示的旨意下， 整體與和諧

伊斯蘭教聲稱它是所有真先知所持的信仰

的經歷和表現。 在真主獨一性的框架內，
教會的增長從任何意義上而言， 都是對穆

穆斯林認為伊斯蘭教是人類最初的宗

斯林統一社會（umma）的完整性與和平之

教、 中期的宗教， 也是最後的宗教， 是給
全人類的慈憫。 它是亞當、 亞伯拉罕和穆

境政治權威的威脅， 通常被看作是不協調
因素的製造者， 是一種以物配主的表現形

罕默德的信仰； 且認為所有真正的先知其
實都是穆斯林。 認為所有必然的真理都簡

式。 （註： umma 即穆斯林社會， Dar al-Islam 即穆斯林政治和領土的勢力範圍）。

要地概括在古蘭經裡， 古蘭經成了所有真
理的標準； 凡敬畏真主的人聽到有人誦讀

對如上簡述的伊斯蘭世界觀， 教會從
神學上該如何回應？這是個不容迴避的問

古蘭經， 都會喜極而泣。 在伊斯蘭教看
來， 評斷一個人是否為通道者， 最基本的

題。 有趣的是， 當代教會成長的文獻大大
地傾向於溝通理論和人類學的探討， 而缺

標準就是看他對古蘭經的反應， 以及對伊
斯蘭教先知的信仰程度。 與承認是伊斯蘭

乏神學上的思考。 在 1978 年於美國科羅拉
多州噴泉市之針對穆斯林的宣教大會上，

信徒的人往來時， 穆斯林腦海中最首要的
問題就是： 「你對古蘭經和先知的看法如

十三份基礎檔案中， 只有一份涉及神學問
題的深度考查， 有七份檔案則都是與文化

何？」如果對先知和古蘭經缺乏完全的信

動態學相關。 人們潛在地認為， 伊斯蘭教
反對福音的基本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影響，

靠， 那麼他的信仰宣言就不是真正發自內
心， 與他的對話經常也會隨即終止（參古
蘭經八四 20-25）。

也就是說， 如果福音以適當的文化形式來
包裝， 那麼神學上的異議就很容易超越。

伊斯蘭教強調真主的獨一性

情況果真是如此嗎？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
次科羅拉多宣教大會上， 所有的個案研究

伊斯蘭教對真主獨一性的忠誠， 大為
影響穆斯林對社會的忠誠。 信真主的獨一
性， 於實際中反映在生活於真主律法之下
的社會的統一與和諧當中。 阿里‧ 沙里亞
提博士（Ali Shariati， 伊朗什葉派思想家，
卒於 1977 年）說， 信唯一真主就是致力於
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 所有形式的不和
諧都是以物配主（shirk）。 真主要求社會
保護群眾的信仰， 遠離以物配主思想的侵
害。 群眾必須受到保護， 避免所有不協調

都來自於接近伊斯蘭化（Islamicized）的
族群； 而對於如何與生活在正統穆斯林政
府統治下之虔誠的穆斯林分享福音， 卻沒
有嚴肅的反思。

穆斯林社會針對教會提出的問題
我們猶豫著不敢在神學觀或社會觀上
從事對伊斯蘭教的探討， 是否因為穆斯林
社會向教會所提出的問題困擾著我們？然
而， 如果我們願意傾聽， 我們可能會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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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如何看西方婦女和基督教
當穆斯林婦女拿自己與西方或
基督徒婦女作比較時， 她們會得出
什麼樣的結論？一位黎巴嫩的穆斯
林婦女認為：
與 穆 斯 林 婦 女 相 比， 基 督 徒
（西方）婦女更享有優越性。 我們
沒有學校； 我們不能上大學； 我們
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們有理由要為
© Caleb Project

之而奮戰。 相較之下， 基督徒婦女
是生在「天堂」裡。 她們還有什麼
要爭取的呢？許多西方國家會代表
她們說話， 而沒有人會代表我們說
話。 2

面對西方的文化

但穆斯林婦女也認為， 西方婦
女在得到特權的同時， 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一位阿拉伯婦女這樣說道： 「西方婦女失去
了她們的家庭。 當我們圍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西方婦女
就體會不到這種難得的感覺……我們很高興能給予我們的家庭和家人如此之多。 」3
基督徒婦女因與西方文化相關而懷有愧意， 因西方文化要求有墮胎的權力， 可以離
婚， 政府資助照顧孩子， 與男人平等， 公共衣著和舉止不端莊， 這使得許多穆斯林婦女不
屑於西方的「解放」誘惑。 應該承認， 在縮小男女的差別上， 西方婦女獲得了許多權利；
但在穆斯林婦女的眼裡， 她們卻已經失去了她們的尊嚴， 最終失去的是她們對社會獨特有
力的貢獻。 西方一貫認為伊斯蘭教應該受到鄙視， 因為其婦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穆斯林
對西方的這種思維方式則感到相當無奈。
要如何才能讓基督徒婦女遠離這種西方婦女身分的負面形像呢？作為基督徒婦女， 應
該與穆斯林婦女建立信任的橋樑， 關注穆斯林婦女也關注的事情： 家庭在一個不保護家庭
的世界的未來。 「和我們聊聊天； 看看我們， 」一位沙特婦女這麼說道： 「我們沒有太多
的權利， 這是事實。 但我們與你們要面對一樣的問題。 」4
摘自： 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進深閱讀
Leila Ahmed,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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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向我們提出的這些問題中發現，
我們自己的福音觀將會得以淨化。 在淨化

（古蘭經的指引）與人（耶穌， 救世主）
之間的分歧問題， 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

的過程中， 福音本身不僅對於基督徒， 甚
至對於我們的穆斯林朋友來說， 都會變得

間導入了神學上和實踐上的楔子。 這個分
歧使得伊斯蘭教更加朝著以律法經典為準

更具有吸引力， 帶來生命更大的改變。
穆斯林社會給教會提出許多尖銳的、

繩的社會發展； 反之， 新約派的基督徒則
更加趨向於屬靈方面。 在伊斯蘭教裡， 人
們極關注如何服從於已編成的經典； 然

令人反思的問題。 一個已經在引言裡提過
的問題： 「你們為什麼不效法耶穌？」換
另一種問法就是： 「你們信耶穌的人， 為
何不像耶穌那樣生活與行動， 獻身於神的
國度？」

而， 在基督徒的經歷裡， 卻是受召活在耶
穌基督的聖靈裡。

耶穌是主嗎？

許多穆斯林懷疑我們其實在實際行動

伊斯蘭教對基督徒生活和責任的不瞭

中並不相信耶穌。 我經常被問到這樣的問
題： 「一個人要怎麼愛他的仇敵？」我在
東非的時候， 經常去清真寺聽他們的佈

解， 並不一定在於對啟示的和平本質有不
同的觀點。 穆斯林社會反倒問我們， 為什

道。 使我感到驚訝的是， 穆斯林佈道者經
常宣稱， 伊斯蘭教是一個有實際作為的信
仰， 不像基督教， 太理想化了。 「你們為
什麼不效法耶穌？」這個問題是穆斯林的
一種見證形式， 實際上是婉轉地邀請你跟
隨這位注重實效的先知穆罕默德。
然而， 這個問題也反映了穆斯林「萬
物非主， 唯有真主」的信念， 即認為生命
的每個維度都統一在真主的掌管之下。 認
識基督徒的穆斯林認為， 許多西方基督徒
違反了真主的獨一性， 安逸地將生活分為
世俗與神聖、 公共與私人、 屬世與屬靈
的， 因而穆斯林對他們表現出的隨意態
度， 往往感到反感和不安。
耶穌其實也要求我們遵守神的獨一
性。 實際上， 在聖經看來， 耶穌就是神的
獨一性的完美啟示。 祂是神在歷史上之國
度的完滿表現。 在穆斯林看來， 真主獨一
不變的旨意奇妙地啟示在古蘭經裡， 而聖
經的見證卻是永恆的道啟示在耶穌裡。 書

麼我們總是沒有完全委身於我們的主， 及
祂所啟示給我們的和平。 耶穌就是上帝的
國在地上的降臨， 在祂使命的一開始， 祂
就宣稱祂是將好消息傳給窮人的， 叫被擄
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受壓制的得
自 由（路 加 福 音 四 16-21）。 在 祂 的 一
生， 耶穌啟示出此等國度的新秩序， 在根
本上是透過救贖及患難與共的愛來實現
的， 祂的十字架受難和復活就是這一切的
至高證明。 在耶穌裡所啟示的神國， 就是
全心全意地愛人如己， 甚至愛自己的仇
敵。 但沒有受難， 是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
的。 這就是問題所在。
西方的基督教已經發展成將神學純粹
當作擋箭牌。 因為許多基督徒認為， 神國
的生活只適用於個人生活， 而不適用於公
共生活。 西方的基督徒因此演變出雙重的
公民神學， 將生活分成屬靈生活和世俗生
活； 認為耶穌是屬靈生活的主， 而不是世
俗生活的主。
伊斯蘭教的問題， 其實是個請求或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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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使基督徒認真看待神的獨一性， 並在
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真正反映出神的國。 伊

忠， 都是不對的。 什葉派神學家阿里‧ 沙
里亞提博士把穆斯林內的國家分裂視為偶

斯蘭教經常提出這個問題， 在紐約聯合國
總部的一次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對話論壇

像崇拜（shirk）。 真主的獨一性就是和
睦， 就是彼此兄弟般互待， 就是不被國家

上， 就 說 到 了 這 個 問 題。 卡 拉 法（Ala
Eddin Kharafa）博士向我們作演說。 當時

主義分割的伊斯蘭教之境。
聖經上的信條也教導說， 對國家的忠

他 是 北 美 穆 斯 林 聯 盟（Muslim World
League of North American）的主席， 也是
該聯盟在聯合國的代表。 他指出該聯盟的

心不能取代對神國的忠心； 當這兩者發生
衝突時， 耶穌的信徒唯一的選擇就是走耶
穌的道路。 公義、 和平、 正直、 幫助貧窮

絕對基本宗旨， 就是建立超越民族主義的
穆斯林統一社會。 他向我們保證， 世界上

孤苦無依者， 盛情邀請人得著救贖的生
命， 分享與神和信徒在一起的喜樂， 這一

只有一個穆斯林國家。 所有分裂伊斯蘭教
國家大一統的民族主義， 都脫離了伊斯蘭

切都是神國生活的種種。 耶穌明確宣稱，
神的國是超越國界的， 並呼召他的門徒要

教的本質。
對穆斯林而言， 各自為政的民族國家

尋求神的國， 而不是那些外邦人所求的
（路加福音十二 30-31）。 並且在耶穌被

還是一個新現象。 它是隨著西方帝國主義
對伊斯蘭教國家的入侵， 以及土耳其革命

賣的那個晚上， 他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
界； 我的國若屬這世界， 我的臣僕必要爭

期間（1924 年）， 哈里發政權的顛覆而產

戰。 」（約翰福音十八 36）
伊斯蘭教懇請基督徒認真思考真主之

生的結果。 儘管他們取得了獨立， 但在許
多穆斯林心中仍存在深深的憂慮， 因為民
族國家代表了四分五裂的穆斯林社會。 卡
拉法博士指出， 對穆斯林而言， 任何對國
家的忠心若取代了對整個信仰社會的效

獨一性的意義， 這應該能在基督徒當中重
新燃起對神誠摯的敬虔， 使他們行在神的
光中， 並見證這個事實， 即神的本意是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

不同的價值觀
二十世紀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西方殖民統治的穆斯林世界裡， 百分之九十的穆
斯林腦海中都留下不可抹滅的被壓迫的烙印。 今天， 穆斯林世界努力克服的問題， 就是如
何學到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不接受西方的哲學思想。 西方的文化價值觀與伊斯蘭價值觀之間
的碰撞， 刺激穆斯林產生了廣泛的不同反應， 從全盤西化到完全抵制， 各種反應都有。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New Life for Muslims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y to
Muslims, 2001), p. 103.www.mtmsi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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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同歸於一」（以弗所書一 10）。 教會
的使命是忠實地表現出神給宇宙的計劃已

眾也給了耶穌政治和經濟的手段。 加利利
人也希望祂成為這個初始穆斯林統一社會

經進入了歷史。 教會作為最可信的全球性
群體， 在全世界所有民族國家設有聖會或

的領袖， 而他們的統一社會是一個致力於
透過政治力量， 以建立自由和神權統治的

團契， 具有獨特的地位來見證， 基督正在
建造一個被救贖的社會， 而這個社會是超

社會。 但耶穌明確地拒絕了走這條政治領
袖之路來建立神的統治； 祂乃是從此「定
意」走向耶路撒冷， 在那裡上了十字架。

越民族國家界線的。

教會對穆斯林統一社會的邀請
雖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應該認識到神
的國是獨一的， 但他們各自對使命、 社會
和神國本質的理解， 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為了簡單明瞭， 我認為這種分歧， 其實顯
露在希吉拉（Hijra）與十字架的對比當中。
希吉拉是指從受苦的麥加逃到得勝的

祂選擇犧牲生命， 表現出完全的無能為
力， 而不是透過政治或軍事手段來保全自
己的生命。 十字架是神完全救贖的脆弱性
的終極表現。 神乃是透過救贖的愛， 來建
立祂的國度。

十字架與希吉拉
這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最基本的

麥地那。 當穆罕默德還在麥加的時候， 麥
地那人就邀請他作他們城市的領袖。 那次

神學對峙。 這種對峙非常深刻， 以至於伊
斯蘭教被引誘， 進而明顯地屈服於誘惑，

的出走， 就是去接受這個邀請。 在麥加，
穆罕默德是一個遭受迫害的孤獨先知； 而
到了麥地那， 他不僅是位先知， 還是領導

拒絕接受基督十字架的受難。 對十字架的
拒絕並非歷史標準的產物， 而是神學必然
性的產物。
伊斯蘭教肯定耶穌就是彌賽亞。 如果

者。 在麥加， 穆斯林社會是不完全的， 並
非權力的表徵； 在麥地那， 所有的政治、
經濟、 文化和宗教機構， 都透過這位先知

祂是彌賽亞， 那麼祂當然不可能被惡人釘
死在十字架上。 一位親愛的穆斯林朋友近

的領導被帶到了真主的統治之下。 在麥
加， 先知是他仇敵的口中肉； 但在麥地

來說道： 「我真的不能接受耶穌死在十字
架上的說法。 一個普通人這樣死了還有點

那， 他是仇敵的戰勝者， 穆斯林在軍事上
的勝利， 成了真主支援建立穆斯林社會的

道理。 十字架對我來說似乎代表了神的軟
弱。 我不能相信神會允許彌賽亞受這種

展現。
希吉拉代表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

苦。 」
希吉拉和十字架是基本的神學方向，

間， 神學上一道很大的分界線。 它與六世
紀前拿撒勒的耶穌所選擇的道路之方向相

它們明確而含蓄地告訴我們， 穆斯林社會
和基督徒教會對他們自己和他們各自在世

反， 是一種反方向的神學運動。 希吉拉就
是肯定真主的旨意不受惡人詭計的迫害。

界上的使命的理解。 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
明這點。 穆斯林社會一開始是不完善的，

它是根本拒絕真主用以對待人類的十字架

直到擁有了政治力量才變得完全； 教會可
能設法用公義的方法來影響政治進程， 然

道路。 與穆罕默德相仿的是， 加利利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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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約的教會觀卻反對擁有政治組織。 穆
斯林社會企圖透過施行伊斯蘭教法來改革

之罪人的團體。 作為基督徒， 我們的見證
就是我們是被饒恕的罪人， 我們讚美這饒

社會； 新約教會則試圖透過成為社會的酵
和光， 以從內部改造社會。 穆斯林社會認
為為義受苦是不正常的， 是需要糾正的事

恕的恩典， 即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成就
的恩典； 祂死的時候， 還大聲呼喊， 饒恕
那些處死祂的人。 對祂的十架受死， 全人

態； 教會則認為為愛受苦是神救贖萬民的
根本方式。 當教會因著愛而需要受苦時，

類都有同罪； 寬恕的恩典因此也是給全人
類的。

即是最忠實的回應者。
然而， 沒有任何地方上的教會完全彰

我們必須抵擋誘惑， 不要成為「伊斯
蘭化的基督徒」。 這兩個群體是建立在不

顯神在耶穌裡所彰顯的愛。 教會是被拯救

同的神學基礎之上的。 這些根本不同的基

戰勝過去
「每當我看到十字架的時候， 我就會全身戰慄。 」這位漂亮的年輕婦女承認， 沒有什
麼東西能像這個古老的符號那樣令她神經緊張。 十字架代表了一切想摧毀她的民族韃靼人
的外來勢力。 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 福音在她的那個俄羅斯城市喀山（Kazan）沒有一點
起色。
自成吉思汗時代開始， 受到外來勢力控制的喀山人民， 從 1552 年的「恐怖伊凡」
（Ivan the Terrible）和他的傳教者強迫當地人民歸信基督起， 就一直忍受著公然的傷害。
「冬天， 人們被帶到河邊， 推進一個在冰上開鑿的洞裡， 那些不願接受浸禮的人就會連同
他的孩子一起被淹死。 」當地的一位穆斯林領袖這樣講述道。
「恐怖伊凡所做的一切都是充滿罪惡的， 這深深地傷害了韃靼人的心， 在通往耶穌基
督的道路上增添了不少障礙。 」一位當地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拉希姆（Rahim）說道：
「在我叔叔知道我信了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走進我的房間說： 『你是我們民族的叛徒。 你
若是信了耶穌基督， 你就背叛了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宗教， 也背叛了我。 』」
零散的一些「受浸」過的韃靼人聲稱， 幾世紀前他們的祖先就已經歸信基督了， 但他
們既不被俄羅斯人所容納， 也不被韃靼人所接受。 他們被認為是背叛了他們的文化， 只好
自成一族， 他們的名字也被用來當作是咒語。 甚至對名義上的穆斯林來說， 背叛伊斯蘭教
而加入他們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們被禁止進入俄國東正教堂。 身為基督徒的韃靼人，
生活好像天生就伴隨著混亂， 無所適從， 特別是在沒有看到任何同路人的時候。 拉希姆為
著嘗試能讓他的民族理解的、 跟隨基督的新模式， 而感到自己像是一位開路先鋒。
摘自： Marti Smith, “The Volga Tatars,” Echo Magazine (wint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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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告訴我們， 他們對待廣泛不同問題有其
各自的處理方法， 這些問題包括： 人權和

他回答道： 「一個朋友給了我一本約
翰福音。 我看到第一章就說彌賽亞耶穌是

自由、 宗教和國家、 對窮人和弱勢族群的
照顧、 人類和經濟發展、 世俗化和對待仇

真神的羔羊。 伊斯蘭教精髓裡的一個祕密
立即被解開了。 我知道， 每年朝覲時我們

敵的態度、 傳教和歸信的方式、 進步和改
變， 甚至婚姻和家庭。 最重要的是， 希吉

獻祭的無數動物， 就是替代彌賽亞的一個
象徵， 祂就是給真神的獻祭羔羊。 」

拉和十字架說出了人類狀況的本質、 神國
的本質， 及寬恕與救贖的本質。

羔羊的象征
儘管希吉拉和十字架的方向是相反
的， 但在伊斯蘭教的精髓裡也有十字架的
跡象。 古蘭經說， 當亞伯拉罕將要獻祭他
的兒子來順服真主的旨意時， 真主提供了
一個「巨大」的祭品作為替代。 亞伯拉罕
的兒子因著這個祭品得以從死裡被救贖。
每年麥加朝覲的時候， 所有的朝覲者和全
世界的穆斯林都宰殺動物來獻祭， 以記念
亞伯拉罕的兒子被別的獻祭品替代從而得
著救贖。
「你為什麼要信彌賽亞？」我問一位
以前是穆斯林的基督徒。

「誰向你解釋這個的？」我問道。
「聖靈！」我的朋友回答得簡潔有力。
第四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亞流派是個異端， 是由第四世紀歷力山大城
的亞流所創導。 他們認為耶穌與神不同， 祂
只是最完美的受造物。
2. Bouthaina Shaaban, Both Right- and LeftHanded: Arab women Talk about Their Liv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7.
3. Ibid., p113.
4. “Voices from behind the Veil,”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cited 22 December 2001). www.
csmonitor.com

多元化的穆斯林：分析報告
賈維‧ 阿克塔爾（Javeed Akhter）
伊斯蘭教的一個主要目標， 就是透
過真主的同一性來成就全人類的統
一。 人類大一統的首要步驟， 就是穆斯林

社會（烏瑪）的大一統。 古蘭經清楚明確
地訓誡穆斯林要保持統一： 「你們當全體
堅持真主的繩索， 不要自己分裂。 1 你們

阿克塔爾是總部位於芝加哥， 1994 年由一群美國穆斯林所創立的國際策略暨政策機構（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Institute， 簡稱 ISPI）常務董事， 著有《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七個階段》（The seven Phases of Prophet Muhammad’s Life）。
摘自 Javeed Akhter, “Schisms and Heterodoxy among Muslims: An Etiological Analysis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 (23
November 2003). www.ispi-usa.org/currentarticles/schism.htlm (cited 10 December 2004).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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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銘記真主所賜你們的恩典， 當時， 你們
原是仇敵， 而真主聯合你們的心， 你們藉
他 的 恩 典 才 變 成 教 胞。 」（古 蘭 經 三
103）伊斯蘭教對於那些破壞穆斯林群體

1. 關於繼承權方面的政治矛盾： 分離派
（Khariji）與什葉派。
2. 對「行為自由」和「真主意志」的不同
觀點： 艾什爾里派（Ashari）和穆塔札
里派（Mutazali）。

統一， 「為教義而分裂成許多宗派」（古
蘭經廿三 53）的人憎惡至極， 毫不含糊。

3. 神祕主義的影響： 蘇非派和拜爾維斯派

在多種情況下， 對先前已經分裂成各宗派
群體的譴責似乎也相當嚴厲（古蘭經六

（Barelvis）。
4. 返樸歸真運動： 瓦哈比派和薩拉菲派

159， 廿一 92-93）。
因此， 看到穆斯林社會中的分裂程

（Salafis）。
5. 改革運動： 印度賽義德‧ 阿赫默德‧ 汗
（Sayyid Ahmad Khan）的阿里迦穆斯

度， 就不免讓人感到驚訝與不解。 違背有
關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聖行的原始宗教
觀點的非正統派伊斯蘭教， 似乎成了穆斯
林世界的主流， 而不是個別例外現象。 實
際上， 要找出一個被普遍接受， 真正代表

林大學（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和
埃及穆罕默德‧ 阿卜杜的原始薩拉菲派
運動。
6. 超凡領袖的追隨者和期盼救世主組織：

古蘭經原則的派別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不
過， 大部分的學者還是勉強承認， 占穆斯

阿 薩 辛 派（Hashashians）是 哈 桑 薩 拉

林總數百分之八十七至九十的遜尼派伊斯

是米爾扎‧ 歐拉姆‧ 阿哈默德的信徒；
期盼救世主或哈里發的組織團體， 如伊

蘭 教 為 可 鑒 定 的 正 統 派（當 作 是 正 統
派）。 當前， 世界上存在著為數眾多的伊
斯蘭和類似伊斯蘭的宗派。 舉例而言， 有
個非正統的宗派卻發展成了一個完全嶄新
的宗教

大同教。 伊斯蘭教由來已久並
將持續下去的這種不一致的非正統現象，
值得我們仔細研究與分析。

導致伊斯蘭教出現各種宗派和
運動的原因

（Hasan Salah）的信徒， 阿赫默底亞派

斯蘭解放黨（Hizb ut Tahrir）。
7. 自殺性好戰派。
8. 傳教者： 塔布里派（Tablighis）。
9. 混雜派： 卡爾馬特派（Qarmatians），
一個共產主義信仰的派別； 大同教（Bahaism）起源於伊斯蘭教的一個分支， 但
現在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宗教。

關於繼承權方面的政治矛盾

雖然按年代來敘述伊斯蘭教各種運動

穆斯林第一次內戰期間的西元 669 年

和流派是可行的， 也是有所用處的； 但看
它們的起因， 更具有啟發性。 瞭解那些導

（伊斯蘭曆 37 年， 另有史料說是 657
年）， 阿 里（Ali）和 穆 阿 維 葉（Muawiya）在隋芬（Siffin）達成一致， 同意透

致偏離正統標準的原因， 比純粹地羅列不
同的信仰和實踐更富有意義。 下面的每一
個原因都將得到進一步討論， 最後探討從
每個討論當中得到的教訓。

過仲裁的方式來解決繼承權的爭端。 跟隨
阿里的一群清教徒反對這麼做， 並分裂出
來， 形成了伊斯蘭歷史上第一個非正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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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他們認為只有真主可以決定繼承權的
問題。 （但真主如何決定， 對我來說始終

對的權柄。 在伊瑪目侯賽因（阿里的兒
子， 先知穆罕默德的孫子）和他的追隨者

是個謎。 ）
該派人稱為分離者（Kharijis）， 他們

於卡爾巴拉（Karbala）被屠殺之後， 什葉
派便產生了狂熱的殉教主義熱潮。 每年伊

其中的一條信仰就是認為， 任何犯了大罪
的人實際上已經成了背教者， 應該受到死

斯蘭曆第一個月的第十天， 就是這次被屠
殺事件的紀念日。

刑的懲罰。 雖然他們還是忠於他們的信
仰， 但分離者是頑固不化的獨斷專行者，

「行為自由」與「安拉旨意」
瓦 綏 勒‧ 伊 本‧ 阿 塔（Wasil ibn

是早期伊斯蘭教大多數暴力的罪魁禍首。
他們的後代稱為伊巴底斯人（Ibadis），

Ata）與 他 的 知 名 的 導 師 哈 桑‧ 巴 士 里

由一位早期的領袖阿卜杜拉‧ 本‧ 易巴德
（Abudullah bin Ibad）而得此名， 他們的

（Hasan al-Basari）決裂以後， 創立了穆
塔扎里（Mutazalite）運動。 Mutazila 的字

思想較為溫和。
繼承權方面的政治矛盾還導致了阿里

根 Italaza 就是退教的意思。 問題的焦點
是， 一個犯了大罪的穆斯林， 該如何給他
定位。 他是否如同哈利吉派（Kharijites）

黨派的形成， 即現在什葉派的出現。 什葉
派占了穆斯林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到十三。
他們認為， 他們的宗教領袖或者說伊瑪目
（Imam）必須是阿里的直系後裔， 而且是
一貫聖潔的人。 伊瑪目是宗教指示的唯一
來源。 什葉派當中還有許多支派。 各支派
大部分是在一任伊瑪目死後， 傳系鏈被認

所聲稱的是背教者， 應該被處死； 還是如
巴士里所教導的， 僅僅是個偽善者呢？瓦
綏勒‧ 伊本‧ 阿塔則認為， 犯大罪者的地
位介於這兩者之間。
穆塔扎里派本質上是理性主義者， 認
為人有自由意志。 他們聲稱， 古蘭經是

為中斷的時候產生的， 最後一位伊瑪目是
隱遁起來的， 而非死亡。 伊朗人（Ithna

「時代創造的產物， 不是真主自存的話
語」。 他們的思想受到希臘哲學極大的影

Asharis， 十二伊瑪目派， 十二人派）認為
傳系鏈是在第十二伊瑪目的時候終止的。

響， 主張應用理性的推理來解決所有的問
題。 他們在西元 844 年（伊斯蘭曆 212

另一方面， 伊斯瑪儀派（Ismailis）則認
為， 到第七位伊瑪目的時候傳系鏈就結束

年）， 哈里發馬蒙（al-Mamun）在位時期
盛極一時， 並開始迫害別的宗派。 下一任

了。 伊斯瑪儀派將數字七視為神聖數字，
並指出天有七重， 頭有七孔， 知識有七層

哈里發上臺後， 反過來對他們嚴加迫害，
該任哈里發統治期間， 艾什爾里派穩住了

次， 大先知有七位， 世界每七千年轉一個
輪迴。

勢力。
穆塔扎里派的信徒艾什爾里（al-As-

什葉派哲學非常強調千禧年觀念（信

hari）創導了反扎里派運動， 該運動以他
的名字命名。 這個派別主張「人沒有能力

仰千禧年的到來）， 等候那位「隱遁的伊
瑪目」的再臨。 伊瑪目不在時， 他的代理
人， 例如阿亞圖拉（Ayatollah）， 就有絕

控制他的意志， 但能控制他的責任， 即使
這種責任是出自安拉的旨意」。 著名的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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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米亞學院（Nizamiyah School）就是在
那時候建立的， 以傳播艾什爾里的觀點。
艾什爾里派關於人的自由意志觀點， 至今

式主義之一種反抗運動。 它注入了極濃厚
的神祕主義氣氛， 被廣泛接受為是伊斯蘭

在伊斯蘭世界裡仍然相當盛行。

教的「內在奧妙」。 蘇非派信徒在實踐修
行中提倡禁欲苦行， 他們的話語都是非常

神祕主義影響

委婉隱蔽的。 在蘇非派的演講中， 經常會
用到葡萄園與愛的比喻。 記念安拉， 進入

蘇非主義是對伊斯蘭教正統刻板的儀

入迷狀態的齊克爾（Dhikr）儀式是他們很

暴力的升級
歷來就一起和平共處的人們， 怎麼突然會用暴力相對呢？無論是因為生活在壓迫性政
府的統治下， 或少數群體覺得那些當權者不瞭解他們的需要， 還是多數族裔把他們的問題
歸咎於少數族裔， 他們走向暴力衝突的步驟卻是一樣的。 1
1. 人們對一個外部群體總是持有成見。
2. 對那個外部群體長期加以口頭的抱怨。
3. 對外部群體的歧視日益嚴重。
4. 因為經濟剝奪或其他壓迫， 內部群體飽受著社會壓力。
5. 受到壓迫的人們開始不相信理性的方式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非理性的解釋和解決手段
因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6. 不滿者糾結成反抗組織。
7. 個人從組織中獲得勇氣， 組織也慫恿他們的暴力衝動。
8. 衝突事件發生： 微不足道的挑釁都會引起暴力的爆發。
9. 暴民心態克服了個人不情願參與暴力的心理， 使破壞性活動得以持續。
1776 年以前， 當英格蘭控制美國的殖民地時， 大部分殖民地的居民並不想反抗喬治
王。 但由於多次向喬治王要求公平待遇的請願被置之不理之後， 那些有革命野心的人便利
用激進的言辭來吸引一大群追隨者。 這最終導致了獨立宣言的發表和美國獨立戰爭的爆
發。 與獨立戰爭不同的是， 恐怖主義（它是對非武裝人員的攻擊）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暴力
形式。 感到絕望的人們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護自己， 然而， 我們不能為對那些窮苦受壓迫的
人缺乏同理心而辯解。
1 Nabeel T. Jabbou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mplications for Mi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 85; adapted from Gordon Allport’s classic analysis on prejudice:
Gordon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 1958), pp. 56-58.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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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修行部分。 南亞、 中亞和伊朗分佈
著許多蘇非教團。 大部分的蘇非派教團均

可以走現代化的道路， 在舊原則的基礎上
為新問題找到創新性的解決辦法

隸屬於遜尼派。 有些蘇非派的做法似乎受
到了波斯的薩滿教和印度的印度教影響。

（ijtihad， 理性思考、 判斷）。
賽 義 德‧ 阿 赫 默 德‧ 汗（Sayyid

在印度次大陸， 拜爾維斯派信徒遵從了許
多蘇非派的宗教修行， 包括使用音樂和其

Ahmad Khan）， 也就是人們熟知的賽義德

導師的代禱。

爵士， 他創建了阿里迦穆斯林大學， 目的
是把西方的教育帶給穆斯林。 他的一生也

返樸歸真運動

遭受了許多罵名， 但他還是個相當成功的
人。 在這個大學剛建立的時候， 巴基斯坦

形成於二百多年前的瓦哈比教派， 抵
制先知穆罕默德年曆第三世紀之後伊斯蘭

許多統治階層的精英們都是阿里迦大學的
畢業生。
另一位重要的改革家穆罕默德‧ 阿卜

教出現的一切革新。 瓦哈比派反對聖徒崇
拜， 並且相信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有天命安

杜（Mohammad Abduh）和他的弟子拉西

排。 他們遵循嚴格的伊斯蘭教法解釋， 非
常不能容忍蘇非主義和革新的思想。 維持

德‧ 里達（Rashid Rida）在埃及發動了薩
拉菲運動。 他們說古蘭經關於人類制度的

瓦哈比派思想繼續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

經文， 反映的是先知的思想， 而不是安拉
的話語。 薩拉菲運動現在已經演變成瓦哈

沙特皇室的保護： 瓦哈比主義是沙烏地阿
拉伯的官方信仰。 瓦哈比派嚴格地拘泥於
教義的一個例子， 就是否認婦女有權駕駛
汽車， 因為要「保護她們的尊貴」。 印度
次大陸的德奧班德運動（Deobandi）， 其
實就是瓦哈比主義之打了折扣的翻版。

比主義的翻版了。
還有許許多多的改革家， 如什葉派傳
統的阿里‧ 沙里亞提； 能言善道但文筆欠
佳的賈瑪魯丁‧ 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

薩拉菲改革運動是在二十世紀初發起

gahani）； 巴 基 斯 坦 伊 斯 蘭 教 思 想 的 學
者， 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其大量工作的法扎

的， 它的目標是追求向前發展， 廢棄因循
守舊的思想， 提倡教義解釋學的方法論

盧爾‧ 拉赫曼（Fazlur Rahman）； 還有居
住加州的當今學者卡萊德‧ 阿卜‧ 法德勒

（ijtihadi）。 參見上文〈暴力的升級〉第
五點。

（Khaled Abu Fadl）。 然而， 這些改革家
一直未能掀起大眾化全民參與的改革運

如同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

動， 其影響力只限於少數的穆斯林。

hood）那樣的許多政治上敏感的運動， 都
是把返樸歸真當作他們的動力。 這些運動

超凡領袖的追隨者和期盼救世主組織

的根本理念認為， 要擺脫當前穆斯林群體
的衰落， 其出路就是回到其原始的狀態。

阿薩辛派（Assassins， 原意「吸食大
麻者」）是哈桑薩拉的信徒。 這個教派有
很深的什葉派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的烙

改革運動
其他一些改革家認為， 穆斯林的復興

印。 活躍於 1112 年（伊斯蘭曆 480 年），
據說他們會至死不渝地跟隨他們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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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伊斯蘭教法管治的人不是被當作背教者
（faslq）， 就是被當作非信士（Kafir）。
他們的經濟體制要求國家收入從多方面徵
收， 包括透過戰爭獲得戰利品（maal-eghanimat）。 在 俄 羅 斯 的「斯 坦 人」當
© Caleb Project

中， 它是一個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和平抵抗
運動。 在美國和西方， 伊斯蘭教解放黨規
在清真寺祈禱

模不大， 但也有一幫不可小看的追隨者，
他們擾亂他們所認為是偽善者的其他派別
和組織的集會之策略， 是眾所周知的。

並聽從領袖的指示。 傳說他們在執行暗殺
任務或自殺攻擊之前會吸食大麻， 並且視
死如歸， 毫不躊躇。 這些故事大部分似乎
是不斷受到這個派別肆無忌憚攻擊的十字
軍所編造出來的。 阿薩辛派的倖存者被稱
為 科 賈 人（khojas）， 其 領 袖 為 阿 迦 汗
（Aga Khan）； 他們應該被稱為是一個準
伊斯蘭教的宗派。
米爾扎‧ 歐拉姆‧ 阿哈默德（卒於
1908 年）以改革家開始。 後來在不同的時
期為自己標榜了許多的名號， 包括說自己
是先知， 是伊斯蘭教的馬赫迪， 是被應許
的基督徒的彌賽亞和印度教的克利須那
神。 阿哈默底亞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個人崇
拜， 後來又分裂成卡迪安（Qadiyani）派
和拉赫里（Lahori）派。 巴基斯坦國已經
宣佈它為非伊斯蘭教組織。 然而， 南非的
法庭卻成功地對此提出反對。 正如早先的
巴哈教派（Bahaism）那樣， 阿哈默底亞
派很可能宣佈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宗教。
伊斯蘭教解放黨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組
織， 其主要目標是建立哈里發的統治， 把
哈里發當作穆斯林的救主。 他們認為所有
穆斯林應該統一團結成一個單一的、 由伊
斯蘭教法來管理的伊斯蘭教國家。 任何不

自殺性好戰分子
伊斯蘭教反對自殺的態度是很清楚
的， 它是無條件地拒絕自殺。 這種拒絕是
基於相信生命是來自於真主的神聖禮物，
即使到了死亡邊緣的那一刻， 人都不應該
擅自結束生命。 伊斯蘭教對殺戮甚至傷害
無辜者的行為， 同樣也是明文禁止的：
除因復仇或平亂外， 凡枉殺一人
的， 如殺眾人； 凡救活一人的， 如救
活眾人。 （古蘭經五 32）
所以， 最令人驚訝的是， 廿一世紀的
今天， 還能看到穆斯林好戰分子採用自殺
式襲擊來為反壓迫而戰。 他們反抗壓迫的
願望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面對偽善冷酷的
野蠻行徑時所感受到的無能為力和恥辱，
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利用自殺式襲
擊， 甚至還造成許多無辜生命的死亡， 卻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組織認為， 他們所攻擊的目標群
體或國家， 就是那些在地球上製造混亂
（fasad）的人， 他們以此來證明他們對軍
隊與平民的襲擊是正當的行為。 有位學者
在引述巴基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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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量被害兒童）時說， 在以色列境內進
行自殺式襲擊是合理的， 但在以色列之外
就不合理。 自殺式襲擊者視自己是為崇高
事業而犧牲的殉道士， 並認為自己的自殺
行為是大公無私的創舉。 他們似乎拒絕使
用許多其他能夠帶來政治和經濟改變的非
暴力手段， 完全忘卻了先知穆罕默德從未
派遣任何人執行自殺使命。 伊斯蘭教以勇
敢和殉教為榮，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總是為
出去爭戰的人祈求平安歸來。

傳教主義者
排在麥加朝覲之後的穆斯林第二大聖
會， 是塔布里‧ 扎馬特（Tablighi Jamaat）
信徒的集會。 創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印
度， 旨在向北印的新穆斯林宣教講道的扎
馬特組織， 變得十分受歡迎， 聲稱已有數
百萬信眾。 塔布里派遵循的是一套簡易但
難度高， 也非常結構化的慣例。 他們非常

雜門雜派
穆斯林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運動派
別， 如卡爾馬特派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宗
派。 為了加入這個組織， 就必須拿出你的
財產和妻子與大家共享。 他們被指控偷走
克 爾 白 天 房 的 聖 黑 石（al-Harjar al-Aswad）， 並藏匿了二十年， 這使他們聲名
狼籍。
伊斯蘭教影響了許多當地的一些其他
宗教和傳統， 激起了印度教的一神論運動
的火花。 然而， 一個新的宗教大同教（也
稱巴布教）， 也是從伊斯蘭教中產生出來
的。 大同教卓越的創始人賽義德‧ 阿里‧
穆 罕 默 德（Siyyid Al-Muhammad， 卒 於
1850 年）， 是一個有穆斯林背景的人。 後
來他聲稱自己是真理的門（Baab）， 神聖
的真理是透過這扇門啟示出來的。 在不同
時期， 他還稱自己就是馬赫迪， 是佛教徒
的彌勒（Maitreya）， 是拜火教的沙伯郎

講究如何穿著、 飲食、 睡覺和如何與人往
來。 他們的綱領有六大步驟， 包括作信仰

（Shah Behram）。

見證（kalimah）， 按規定儀式祈禱（salat）， 學 習 知 識 和 贊 念 真 主（ilm-o-

學到的教訓

zikr）， 社會行為要求尊重所有的穆斯林
（ikram-e-muslimeen）， 真 誠 的 舉 意
（ikhlas-e-niyyat）， 為安拉留時間（tafriq-e-waqt）。 這最後一點要求， 信徒得抽
出幾天至幾個星期的時間， 成群結隊地出
去， 向其他穆斯林傳教， 同時也更新他們

回顧這林林總總的教派， 給我們的印
象是， 儘管有些運動確實有些離譜， 但大
多數還是可以理解的， 是一個社會群體成
長的結果。 它們是宗教多樣性的表現， 是
宗教對話辯論的產物， 是受伊斯蘭教傳播
過程中接觸到的信仰和傳統所影響的結

自己的信仰。 如果有消息說塔布里‧ 扎馬
特的人正在訪問當地的伊斯蘭教寺院， 那
麼一點也不奇怪， 傳教隊的領頭人在禮拜

果。 對於偏離標準教義的容忍度之如此狹
隘， 也是相當驚人的。 非正統派別所遭受
的迫害程度， 有時是極其殘忍的。 在許多

之後還會開佈道會。

情況下， 這種迫害驅使了非正統派別完全
與主流脫離， 形成不同的教派， 甚至是演
變出一個新的宗教。 很顯然， 如果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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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吉哈德？
在阿拉伯語中， 「吉哈德」（jihad）的意思是掙扎、 奮鬥、 盡力， 或是戰鬥， 取哪個
意思要看其上下文。 原始的宗教意思就是「與某人邪惡的心理傾向爭鬥」或是「讓不信教
者皈依的努力」。 1 自從穆罕默德時代開始， 穆斯林就一直盡力於推進伊斯蘭社會， 使所
有民族都皈依伊斯蘭教（服從真主）。
你們應當為真主（的道）而真實地奮鬥。 ……你們當謹守拜功， 完納天課， 信託
真主。 （古蘭經廿二 78）
信士， 只是確信真主和使者， 然後沒有懷疑， 能以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為主道而奮
鬥的人； 這等人， 確是誠實的。 （古蘭經四九 15）
儘管大眾媒體經常把「吉哈德」說成是「聖戰」， 但只是在過去五十年間有一個非常
小的穆斯林派別， 在他們的領域之外使用暴力和恐怖行動來對付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從而
使吉哈德的意義變了味。 「為了使他們對同樣信奉伊斯蘭教之穆斯林的侵犯合理化， 極端
分子就給他們扣上非信士的帽子， 說他們不擁護和執行伊斯蘭教的一個特殊解釋」。 2 大
部分穆斯林認為戰爭是用於防禦和保護伊斯蘭教的。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 你們不要過分， 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分
者。 你們在那裡發現他們， 就在那裡殺戮他們； 並將他們逐出境外， 猶如他們從前驅
逐你們一樣， 迫害是比殺戮更殘酷的。 （古蘭經二 190-191）
當禁月逝去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發現以物配主者， 就在那裡殺戮他們， 俘虜他
們， 圍攻他們， 在各個要隘偵候他們。 如果他們悔過自新， 謹守拜功， 完納天課， 你
們就放走他們。 真主確是至赦的， 確是至慈的。 （古蘭經九 5）
當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 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 不奉真教的人， 即曾受天經
的人， 你們要與他們戰鬥， 直到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 規規矩矩地交納丁稅。 （古蘭
經九 29）
死於吉哈德中的穆斯林就得到了被救贖的保證， 並且可以立即進入天堂（樂園）。 這
些殉教士不需要等到末日那天， 聽判他們的善功是否重於他們的惡行。
為主道而陣亡者， 真主絕不枉費他們的善功， 他要引導他們， 並改善他們的狀
況， 且使他們入樂園
他已為他們說明那樂園了。 （古蘭經四七 4-6）
1. John L. Esposito,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9-60.
2. 同上., p. 160.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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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統派當時能夠有點寬容和同理心， 就
應該可以阻止這些大部分教派的出現， 至

蘭教在美國和西方傳播的重要媒介， 繼續
給予數百萬人精神上的安慰。 蘇非主義對

少可以調整駕馭它們。

伊斯蘭教的貢獻是相當大的， 顯然成了伊
斯蘭教的一部分。

有關繼承權的政治矛盾
政治矛盾是可以透過雙方的妥協讓步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詩人兼哲學家
穆罕默德‧ 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

來化解的， 因為政治本身就是一門妥協的
藝術。 什葉派和遜尼派的不和， 可以說是

認為， 蘇非主義是帶壞穆斯林的一個主要
缺點。 許多正統派穆斯林都贊同這一觀

歷史的偶然， 這麼說不無道理。 這兩派之
間有許多方面是共同的。 難就難在注重這

點。 雖然如此， 蘇非派還是應該被接受為
伊斯蘭教的主流。 蘇非派信徒在所有清真

些共同點， 達到團結一致。
政治紛爭不僅是歷史現象， 今天的穆

寺裡都應該覺得舒暢。 在星期五的聚禮
中， 他們的領頭人也應該與其他人一樣有

斯林世界仍有許多的政治矛盾。 值得一提
的是
， 代議制國家是最能處理政治糾紛的
。

機會上講臺。 蘇非派人士往往不太能容忍
瓦哈比和薩拉菲教派。 他們應該認真審視
自己受印度教和薩滿教影響極深的宗教儀

概念上的差異
任何大宗教團體都肯定會出現真誠的

式， 還應該重新審議關於代禱和自我毀滅
的教義。

概念上的爭論。 導致了許多糾紛， 有時甚
至是流血衝突， 乃是因無法容忍別人的觀
點。 如果能培養如何尊重善意的不同意見

返樸歸真運動

這門簡單的藝術， 那麼很多這樣的糾紛就
都可以避免。 事實證明， 真誠的觀點上的

解。 這是對於伊斯蘭教隨著時間而發生改
變的一種反應， 也是對伊斯蘭教輝煌過去

差異， 對於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的成長都是
有益的。 如我們所提過的， 關鍵是有異議

的一種渴望。 如果此運動能夠調整其極端
主義思想， 他們就能在伊斯蘭社會的進化

但不要有敵意。 這是穆斯林應該學習的寶
貴教訓， 不但要從早期先知穆罕默德的同

中扮演一個健康的角色。 蘇非派和薩拉菲
派的分裂， 就是今天穆斯林摩擦的一個主

伴對待倫理的不同觀點中學習， 還要從尊
重不同觀點之現今的西方文化中學習。 穆

要方面。

斯林對非穆斯林顯出的容忍度， 遠甚於他
們彼此之間的容忍度， 這真是一件真正自

改革運動

相矛盾的事情。

拉菲運動， 但它的目標同是改革穆斯林社
會， 恢復其元氣。 他們改革伊斯蘭教的方

神祕主義影響
蘇非主義思想是伊斯蘭教在南亞和中

式， 完全不同於瓦哈比派。 他們利用創新
的方法或獨立的推理法（ijtihadi）， 與瓦

亞大部分地區傳播的工具， 同時還是伊斯

哈比-薩拉菲派的照本宣科（不加質疑模仿

返樸歸真運動的演變過程極容易瞭

雖然現代化的運動完全反對瓦哈比-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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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例）的方法完全相反。 現代主義的方法
為重新激發穆斯林的活力， 提供了最好的
機會。 然而， 現代主義學者們在將其推動
為平民化的全民運動方面做得相當不成
功， 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於精英階層。 如
果他們能夠孕育一場平民化的大眾運動，
或創建自己的教學制度， 那麼將極有益於
伊斯蘭教和穆斯林。

傳教主義者
一些有形的傳教活動是任何宗教都不
可避免的一部分。 這種派別的聰明領導
人， 可以有機會將其巨大的精力用到實際
的善行上， 如為無家可歸者建造房子， 使
文盲接受教育， 並供給食物和住處。

結論
超凡領袖的追隨者
只要周圍有容易上當的、 稚嫩的人存
在， 超凡領袖們就能為他們自行其事的意
識形態找到充分的理由。 而且， 許多穆斯

穆斯林的教育水準和老練程度， 最終
是否能達到可以避免宗派分裂發生的程
度？答案還未為可知。 然而， 911 事件之
後， 穆斯林無法繼續分裂。

林希望尋找到一位超凡的領袖如哈里發，
來作他們的救主。 這些自封超凡的領袖們

在穆斯林當中， 消除不統一和異端的
溫和派運動產生的最好機會， 還是在西

和各宗派， 正是利用這個普羅大眾的渴望
心理， 以達到他們對追隨者任意控制的目

方。 西方的穆斯林所受的教育水準， 要高
於任何其他以穆斯林為主之國家的穆斯

的。 因此， 對付它的唯一解藥， 就是在普
羅大眾當中提高教育水準， 以提昇他們的

林。 他們可以自由地接觸各種出版品和不
同的見解， 這使得他們可以不必經由過濾

思想。 正統的主流派應該保持與這些周邊
團體的交流， 而不是花費精力進行徒勞無

的親自檢驗不同的意識形態。 而大多數穆
斯林國家所呈現的就是經由過濾的意識形

功的對峙。 我們越是抵制這些團體， 它就
越有可能與我們完全對立。

態

自殺性好戰分子

的觀點辯護的傳統的影響。 一個標新立異
的人在西方， 通常是可以被包容的， 有時

自殺性好戰分子產生於年輕人當中，
他們對全世界穆斯林的壓迫者充滿了極端
的憤怒。 伊斯蘭教這個非暴力的宗教出現
了暴力的信徒， 是時代的錯亂。 他們的自

不是帶著偏見， 或需要經過國家的
審查， 就是受到社會群體的知識壓迫。 西
方的穆斯林同樣受當地言論自由， 為他人

甚至還很受歡迎， 而不是被排擠。
異端問題的解決不僅僅在於態度的改

殺性使命是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反

變。 一個模範的穆斯林國家， 應該是能展
現公義和多元化的， 經濟上是比較成功

應， 而不是被接受的神學或哲學產物。 在
國內和國際關係上恢復公平公正的「遊戲

的， 在世界事務中是有尊嚴和影響力的，
並且能夠在伊斯蘭原則（Shuracracy）的

規則」， 將可大舉消滅自殺使命的動機。

基礎上實行民主， 這種模範國家的出現，
才是穆斯林當中許多極端主義傾向的最佳
良藥。 穆斯林可以朝這種成功的榜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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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也就可能不再試圖複製過去。
支配西方政治文化的、 極度自我為中

在穆斯林完成古蘭經訓令， 實現全人
類統一之前， 實現穆斯林社會（烏瑪）的

心的， 馬基維利主義（Madiavellism）的
世界觀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嗎？有沒有

大一統， 很顯然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一個穆斯林國家會克服其內部的挑戰， 以
作為今天穆斯林的榜樣而出現呢？答案還
尚未可知。 目前唯一符合這個角色的候選
國家就是馬來西亞。 在現代主義穆斯林領
導之下的土耳其， 而不是在現行思想狹隘
的、 世俗軍隊統治之下的土耳其， 將來也

第四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全篇文章的古蘭經譯文， 作者並未作任何附
註。

有可能擔任這個角色。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使命的暗示
拿比爾‧ 賈博爾（Nabeel T. Jabbour）
看畢卡索（Picasso）的畫， 我個人
認為畫作的高價， 對文化來說實在

們所恨惡的， 以及他們渴望嗜血地懲罰
罪， 他們是以教條主義定罪， 他們的團結

是種衝擊。 為什麼會有人願意出那麼高的
價錢來買這麼一幅「奇怪」的畫？當然在

是排他性的， 他們的尊嚴和榮譽是他們的
驕傲」。 1

投資上， 此畫作有極高的價值， 但我怎麼
也看不出其藝術的美感。 我需要懂得畢卡

如果我們是以固有的看法和偏見來看

索天分的人， 來為我解說他的藝術。
伊斯蘭教， 就好像畢卡索的畫， 對於

穆斯林， 那麼我們通常會經歷到他們強烈
的敵意， 特別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我們
面臨的挑戰是要勇於進入他們的世界觀，

大多數富西方思想的人來說， 是「奇怪」
的現象， 尤其是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更是

分享他們的良知， 探索他們的內在， 從他
們的角度看他們的世界。 與此同時， 也保

令人費解。 有這樣的一種傾向就是「斷定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獻身是極端主義， 他

存我們自己本身的看法和世界觀。

們狂熱地為了服事安拉而願意犧牲他們的
生命， 他們神聖的生命觀是對抗政治及他

以在埃及的覺醒為例
在我寫的《隆隆的火山》（The Rum-

賈博爾博士的國籍為黎巴嫩。 自 1975 年至 1990 年住在埃及的開羅。 1991 年後住在美國科羅拉多州， 任職於當地
的導航會（The Navigators）。 他是《隆隆聲的火山： 埃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The Rumbling Volcano: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一書之作者。 www.ijfm.org
改編自 Nabeel T. Jabbou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mplications for Mi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p. 81-86.。 蒙允使用。 www.nabeeljabb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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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g Volcano）這本書中， 2 曾嘗試研究在
埃及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現象， 以及它
對阿拉伯世界的含義， 甚至對廣大的穆斯
林世界。 埃及在中東是一個極具戰略性的
國家。 如果埃及像伊朗一樣成為伊斯蘭國
家， 那麼許多國家遲早都會跟著埃及走。
這篇文章是總結政治、 宗教、 經濟、
社會及心理因素， 以吸引年輕人進入原教
旨主義時所扮演的角色。 雖然這些因素主

部體系的一部分。 3
在埃及， 原教旨主義大多招募二十至
三十歲之間的活躍青年， 他們都是有責任
心和抱負的大學生和畢業生。 多數應徵者
是在農村和小鎮長大的。 艾哈邁德（R. S.
Ahmad）承認埃及的原教旨主義最吸引這
一班人， 然而他也提到在它之後的發展，
覺醒會滲透到社會的不同階層。 在伊朗，
伊斯蘭革命不單只是侷限在學生和大學畢

要反映在埃及的情況， 但這些原則仍可以
廣泛應用在阿爾及利亞、 印尼和其他第三

業生， 也吸引了廣大的社會群眾。 4 現之
所以吸引人， 是因為它讓應徵者覺得他屬

世界的穆斯林國家。
在埃及的長期波動和伊斯蘭的覺醒之

於一個具有吸引力及強大的團體， 以及他
確信他的信仰是唯一的真信仰， 因為其仍

間， 有一連串的潮起潮落。 第一波浪潮是
在十九世紀末期， 先是加馬爾丁‧ 阿富汗

活躍著， 而且還在成長和擴展。

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接著是穆
罕默德‧ 阿卜杜（Muhammad Abduh）一
同回應十九世紀強烈的殖民主義所導致的
西方化過程。 第二波浪潮是同樣的導因，
表現則是顯示在其自身向西方文化和教育
開放， 這是在兩個戰爭之間， 透過哈桑‧
班納（Hasan al-Banna）和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展開的。
第三波浪潮是賈邁勒‧ 阿卜杜勒‧ 納
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回應世俗化運

回歸哈里發政權的夢想
自 1924 年， 當蘇丹的阿卜杜勒‧ 馬吉
德（Abdul Majid）二世在土耳其去世後，
哈里發政權就處在真空狀態。 哈里發如同
羅馬天主教的教宗， 是團結和一致的象徵。
在哈里發之下， 伊斯蘭教國家的統一社會
（烏瑪）從西方的摩洛哥山擴展至東方的
印尼， 甚至遠致北方的共和國和南非許多
國家的黑人。 這其實是一個雄偉的烏瑪。

動的革命， 導致 1967 年與以色列戰爭的慘
痛失敗。 戰爭之後立即開始第三波浪潮，

回歸哈里發政權的夢想， 所有的穆斯
林團結在一起生活， 有尊嚴和社會公義，
追隨古蘭經的教導， 是多數穆斯林期待及

並持續至今， 是回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的不斷失敗， 以及回應多數埃及人被剝奪

夢想的完美境界。 5
1952 年， 穆斯林兄弟會在穆蓋塔姆

的人類基本需要。
伊斯蘭教之覺醒的特質是其徹底性。

（Muqattam）山， 開羅的郊區買下了一片
地， 想要開始建立伊斯蘭所期待的家園，

伊斯蘭教是 Deen wa dawla（即教義、 生命

一共有三萬個家庭住在那裡。 納賽爾在
1954 年取得了這片土地， 他們的計劃被挫

和政治的〔政教合一〕）， 並包含了國家
和個人生命所有不同的層面。 經濟、 政
治、 神學以及司法制度， 都是伊斯蘭教全

敗了。 塔特里（Shukri）帶領他的人民去
到沙漠， 過著穆斯林的理想社會， 雖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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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非常荒唐， 但他卻吸引許多的年輕人
跟隨他。

教法， 那麼安拉將會憐憫他們。
另外一個從波斯灣來的衝擊是伊朗的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 回歸哈里發政權
的夢想及建立伊斯蘭統一社會是不可能

模 式。 霍 梅 尼（Ayatollah Ruholla AlKhomeini）勇敢地正視「真理」， 以及稱

的。 然而， 若從信心的角度和有渴慕的情
感支持的角度來看， 那是可能的。 又有誰

那些掛名的信徒為假冒為善的人。 他被賦
予好像先知一樣的勇氣。 他反對腐敗和不

曾經想過被流放的伊斯蘭教領袖伊瑪目

信， 勇敢地站起來對抗主流。 霍梅尼擁抱
伊斯蘭教的觀點， 在伊朗帝國的敗亡之後

（Imam）有一天會重回伊朗， 動搖了統治
者的根基呢？如果此事件在伊朗可以成
功， 那麼可能有一天， 在世界各地的穆斯
林也會求同存異， 及贊同他們的哈里發政
權國。

波斯灣國家的影響

建立了伊斯蘭國家， 他勇敢地獨自對抗超
級權勢、 世界， 甚至穆斯林國家的領袖，
以及他們所聘請的假冒為善的伊斯蘭教宗
教領袖。 6 雖然當時美國封鎖了伊拉克人
在美國許多銀行的資金， 面對低廉的油

1970 年， 許許多多的埃及人帶著新的

價， 以及因戰爭會遭到毀壞的石油工業，
但他依然付出昂貴的代價， 進行了八年的

歸信從波斯灣各國湧回埃及。 在波斯灣的
時候， 他們看到安拉「祝福穆斯林」的石

戰爭來對抗伊拉克。 霍梅尼， 他的勇氣來
自他對伊斯蘭信仰的忠誠， 可以獨自將伊

油美元用於傳播伊斯蘭教。 他們警覺到沙
烏地阿拉伯的錢如何地善用在印刷及分發

斯蘭教帶到世界報紙的首頁。

古蘭經， 在世界各地建立清真寺， 以及訓
練並差遣穆斯林宣教士。 他們相信安拉以
石油祝福這些國家。 埃及位於沙烏地阿拉
伯和利比亞中間， 與埃及不同， 這兩個國
家都有豐沛的石油。 為什麼在埃及西邊的
沙漠， 就是利比亞沙漠的延伸， 竟然沒有
石油， 而利比亞卻「浮」在石油上呢？這
是巧合， 還是安拉要懲罰埃及呢？除了這
個， 安瓦爾‧ 薩達特（Anwar Sadat）努力
要取回在西奈的油井， 為此要與以色列簽
和平條約。 可是沒有蒙安拉的祝福， 當油
井回歸到埃及手中時， 油價就下跌得非常
厲害。 這看起來是安拉在懲罰埃及， 因為
埃及沒有對安拉忠心。 如果埃及轉向安
拉， 則安拉會除去那落在埃及身上的恥辱
和壞名譽。 如果穆斯林悔改及活出伊斯蘭

現實與理想的鴻溝
根據幾百年的先知和穆斯林來看， 伊
斯蘭教是這世界上最好的經濟、 政治、 社
會、 宗教、 法制及政治體系， 是上天賜給
人最好的民族（khayru ummaten unzilat linnas）。 然而， 當穆斯林環顧他們周圍， 他
們發覺到伊斯蘭教在「是」和「應該是」
之間有極大的鴻溝。 一些靈恩的領袖如班
納和霍梅尼， 理想主義者賽義德‧ 庫特布
（Sayyid Qutb）和賽義德‧ 艾布‧ 毛杜迪
（Sayyid Abu al-Ala Mawdudi）， 和伊斯
蘭教有影響力的作家穆罕默德‧ 阿馬拉
（Muhammad Amarah）及穆罕默德‧ 安
薩 里（Muhammad al-Ghazali）， 他 們 都
盡所能地為這鴻溝建立橋樑。
埃及的年輕人得到保證， 說他們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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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上最偉大的統一社會， 腐敗、 假冒為
善及缺乏獻身精神是伊斯蘭教經歷的「災
難」所導致的。 他們以教導、 訓練和獻身
來培訓未來的一代。 教導的地點散佈在有
名的清真寺和會員的公寓， 以及散佈在祕
密員警所找不到的地方。 為了要青年人回
應建立統一社會的挑戰和獻身其中， 以及
願意接受裝備和教導， 這一切都是必須的。
在 1990 年五月六日， 在一份開羅的報
紙〈金字塔報〉（al-Ahram）的首版， 內
政 部 長 宣 稱 聖 戰 組 織（Jihad organization）的會員正在徵召和訓練男孩和少
年， 以「莫洛托夫」（Molotov cocktails，
一種土製燃燒彈）攻擊警察局。 為什麼甚
至這些年少的孩子也那麼狂熱地加入原教
旨主義的運動呢？

教育和就業
1952 年革命開始的時候， 埃及已經嘗
試透過高漲的情緒來打擊封建制度的地
主， 以及為低階層的成員有機會改進他們
的經濟及社會地位。 大學教育開放， 任何
人只要可以從高中畢業， 就可以享有大學
的教育。 學費非常低廉， 甚至等於免費。
再加上政府與公共部門承諾會有穩定的工
作， 這些都給新生一代希望和動力。 而之
後， 他們發覺到不是文憑、 也並非工作是
真正的解決方法。 凱佩爾（G. Kepel）形
容了當時糟糕的失業情況， 他說道：
按法律， 在埃及的每一個畢業
生應該都有權力得到政府部門的工
作。 這一強而有力對抗失業的措施，
其實是在惡劣的行政管理下， 辦公室
裡嚴重的失業， 生產力低到一個程

度， 員工的薪金極度低的結果下提議
的。 如果公務員沒有額外的收入， 靠
購買政府在合作社津貼的減價產
品， 他還可以養活自己， 但如果沒有
津貼就不能了。 任何商品在市場上的
價格都超過了購買能力。 差不多每一
個公務員都有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
作。

7

在納賽爾的時代， 百姓被迫處在這種
艱難的環境裡， 因為當時正期盼著進行解
放巴勒斯坦的戰爭。 百姓一般來說都願意
犧牲， 因為納賽爾為了讓埃及成為世界上
的領袖國家之一， 承諾給他們尊嚴和榮
譽。 在 1971 年， 薩達特從他的繼承者那裡
接過了沉重的擔子。 然而情況日益惡化
下， 薩達特並沒有兌現承諾， 他必須延遲
等候已久的對 1967 年失敗的「復仇之
戰」。 不單是窮苦， 埃及人還飽受著沮喪
及自我嘲諷。 1973 年與以色列的戰爭對許
多人來說是意想不到的， 但薩達特最後還
是成就了他和納賽爾所承諾的戰爭。

經濟、社會和心理要素
那些被吸引進入原教旨主義運動的，
都是中下階層的百姓及學生。 主要原因是
他們在社會和宗教裡的絕望。 他們認為自
己是沒有前途的一群人， 不能在國家歷史
裡有所作為。 中下階層看不到自己未來的
一席之地， 不論在宗教界或社會階梯； 因
此他們對生命的看法是悲觀的。 個人是創
造國家歷史的重要衝擊的主因。 既然這些
個人都是屬於中下階層， 他們的權利和條
件都被剝奪， 因此加入原教旨主義就給了
他們一個舞臺， 唯一可以讓他們進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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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是透過原教旨主義之門。 它承諾
了要完全地改變不公正的社會， 給廣大的

生活在開羅郊區的窮人和其他城市的

邊緣人口有機會進入國家歷史的中心。 原
教旨主義不單幫助人們成就他們已被剝奪

窮人， 形成了極大的對比。 因著人口的過
度密集， 不單是街道既狹窄又髒亂， 甚至
供水、 排水系統、 電話、 電流和所有其他

的正常角色， 甚至可以達到更偉大的目
的， 就是組織兵力來拒絕現有社會制度的

的必需品， 都有極大的壓力。 在開羅的郊
區， 人口超過一千六百萬。 原教旨主義的

根基和價值觀。 8
另外一群有過同樣經歷的人就是大學

信息非常吸引年輕人、 有理想和有良知的
人， 甚至邊緣的百姓。 加入恐怖組織伊斯

生。 教育是必須的， 而要從大學畢業是必
須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這一種教育

蘭祈禱團（al-Jama ah al-Islamiyyah）， 或

體系裡， 除了少數要進入醫藥和工程師行
列的人， 其他人並沒有得到動力。 學生被
迫成為邊緣人物， 對未來感到沮喪和憂

織， 對他們而言並沒有任何的損失， 反而
會得到很多。 因為他們年輕而富有理想，

慮， 因為他們知道在前面等著他們的是隱
蔽性的失業。 他們已經準備要趁機成為社
會裡有另外文化價值觀的一群人。 他們與
那些年輕的沒有提升機會的畢業生一樣，
敞開自己、 渴望受原教旨主義的邀請， 得
到應許參與有意義的、 創造歷史的角色。
因著 1952 年在埃及的革命， 使得教育
免費及普及化， 低階層的人就有了盼望，
可望可以成為中產階級。 結果， 大學激
增， 每年有五十萬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因著
受到了教育假想成為中產階級。 結果中產
階級就成為不均衡的有小腦袋和小身體，
卻長著巨大尾巴的生物。

聖戰（al-Jihad）組織或其他原教旨主義組

他們傾向於從非黑即白的角度來看事情。
所有事情的解決方案可以在伊斯蘭教裡找
到和應用的伊斯蘭教法。 雖然他們的家庭
並不完全信服這些理想化的觀點
， 但在當時
，
他們至少成為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支持者。

對窘境的辯解
這些經濟、 社會、 甚至心理要素， 交
互形成了這些原教旨主義人選生活的環
境。 在薩達特時代的經濟「門戶開放政
策」（Open Door Policy）， 因帶來的西方
生活方式而導致隔閡。 那些擁有大學文憑
的年輕人發覺他們仍然找不到出路， 以在

那些屬於尾巴的百姓基本上是中下階

私人企業裡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 他們憤
慨和妒嫉地看著那些古怪及西化的年輕人

層的人， 很多來自鄉村和小鎮， 帶著他們
的農村文化， 遷移至大城市住在郊區。 多

得到他們的工作和金錢。 這讓他們認為自
己與那些西化的人相比是次等的， 因此退

數人抵達後， 希望透過夫妻倆都工作而可
以實現自我。 但多數人發覺在這場求生存

縮而增加了邊緣人口。 10
這種邊緣化的階段必須要有合理的理

的戰場上很難達到他們的願望。 這些失望
的人就成為原教旨主義的最佳人選。 當這

由， 而這些理由就來自對社會的邪惡、 不
公正以及腐敗的譴責。 要保持純潔， 一個

群被剝奪的中下階層成為多數時， 革命就
無可避免了。 9

人必須緊緊追隨著於安拉， 以及將自己從
已被污染的社會中區隔開來。 11 門戶開放

第四課 當代穆斯林 201

政策直接導致更大幅度的貧富懸殊。 新階
級的百萬富翁， 擁有昂貴及最新款的賓士

的人渣一樣。
4. 因著經濟上受到剝削， 低階層的絕望以

汽車， 而在同一座城市， 廣大的貧民就住
在附近。

及對失業的恐懼， 導致了社會的張力。
5. 人們已經厭倦他們的生活， 甚至達到要

窮人不單只是來自中下階層， 還有更
低層的和那些生活在僅夠餬口水準之下的

爆炸的地步。 他們再也不能忍受通貨膨
脹、 恥辱和混亂。 非理性主義開始受到

人。 經常聽說一間房間住了超過二十人，
是相當普遍的事。 每一個家庭， 大概八個

關注。
6. 組織運動， 如聖戰及其他的原教旨主義

成員， 同住在一間三房一衛之出租公寓的
一間房間裡。 早晨， 超過二十人的長龍在

組織， 吸引了這些不滿足的個人。
7. 從這些正規或不正規的社會團體中， 個

等著用洗手間。 生存的戰爭不單只是尋找
一個睡覺的地方， 還要有足夠的食物及擠

人得到勇氣和支持。 他們看到他們的不
滿和憤怒是社會性的， 甚至是神學性

上巴士去上學。 人們更加確信生活就像是
叢林， 只有最強壯及最強暴的才能生存。
無難乎當時有這樣的說法， 如： 「Ma ak

的、 是神聖的。 他們衝動地走向暴力被
認為是正當的準則及詭辯。

irsh bitsawi irsh」（你的價值在於你有多少
錢）， 及「Tghadda bi abl ma yit ashsha
bik」（在別人還沒有在晚餐吃掉你之前，
先在午餐吃掉他）， 這些都成為新生代的
信條。

發展成為暴動
在這個叢林裡， 一個持續不斷的問題
是： 「真主在哪裡？伊斯蘭教的公正又在
哪裡？」根據戈登‧ 亞波特（Gorden W.
Allport）在 其《偏 見 的 本 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裡提到， 逐漸發展成為
暴動， 可能出自以下原因：
1. 長期對富人、 政府， 以及充當政府口舌
的傀儡宗教領袖伊瑪目的歸類式偏見。
2. 長期的口頭抱怨。
3. 不斷升高的社會差異。 如富人透過關係
和賄賂， 能以最少的努力得到所要的一
切； 而窮人所得到的待遇， 卻好像地上

8. 一些突發事件。 一些可能已經是過去微
不足道的刺激， 現在演變成爆炸性的事
件。 這些事件可能完全只是想像的， 或
透過謠言而被誇大。 有個故事提到有位
基督徒男士強暴了一位十幾歲的穆斯林
女孩， 有人分發宣傳單來散播這一完全
出於想像的事件， 結果點燃了暴動的火
花。
9. 當暴動正式爆發後， 它的發生是當兩個
敵對的派別有很近距離的接觸時， 如住
在同一地區的基督徒和穆斯林， 或在同
一個校園的大學生。 在這樣的接觸點，
突發事件很容易產生。 12

一個身分、一個歸屬、一個敵人
造成青年人成為原教旨主義之最佳人
選的環境要素， 可以是政治、 宗教、 經
濟、 社會或心理因素。 在這個空間裡， 青
年人在尋找他的位置、 歸屬感以及一個敵
人， 以發洩他的忿恨。 在原教旨主義裡，
青年人追隨真主來找到他們的定位， 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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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成為一些原教旨主義組織的會員， 找
到歸屬的地方， 以及他們的敵人撒但和假

思考

冒為善的所謂的「穆斯林社會」。
如果埃及人、 政府和伊斯蘭教「官

1. 當我們考慮住在穆斯林國家時， 我們是

員」願意傾聽， 以及嘗試瞭解並嚴肅地看
待這些年輕的原教旨主義者， 他們可能會
聽到他說：
我感到害怕和孤單， 你們都是騙
子。 我很難過也很順命， 而你們是失
敗者和假冒為善的人。 我向真主委
身， 我必須有機會和權利活， 但你
們使我沒有能力及受到拘束。 我任何
的主動和創意的交涉， 都會被你們譴
責為異端而加以阻礙。 所以， 我將會
依靠那已經確實和被證明的， 就是被
啟示的古蘭經。 既然我已經確信我的
拯救就是對有同樣思想並獻身於真主
的追隨者的團體委身， 我的報復和憤
怒將會直接地對抗你們這些假冒為善
的人。 就算我失敗了， 那也不是問
題。 我將會成為殉道者以及別人追隨
的模範。 至終， 在我前面的是樂園；
但對你們而言， 地獄的火正在等待
接受你們。

否以為可以完全採用西方的模式開始，
並可以溝通呢？在這裡給讀者的挑戰
是， 看待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者為一種現象， 並勇於及不帶偏見地研
究它們。
2. 我們的方法和工具是否太西方化到一個
程度， 被視為帶著西方化的策略（西方
的鍋鏟）， 向穆斯林世界拓植西方的教
會呢？這裡的挑戰是研究福音及卸下西
方包裝， 呈現本來的福音， 及鼓勵以當
地人認為的真實和真誠來包裝它。
3. 我們的福音有否指出貧窮和不公正的課
題呢？這裡的挑戰是勇於完整地學習整
本聖經及設計答案， 帶給那些我們所要
接觸的有切實需要的人們。
4. 我們是否帶著真實的身分及恰當的生活
方式， 去到宣教工場呢？一些工作是很
難令人瞭解的。 為什麼一個美國人會離
開他的國家， 去到埃及在書店裡賣書？
對埃及人來說， 任何的高中畢業生都可
以做這份工作。 為什麼這個美國人會在
開羅？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在這樣的情景，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
情感， 比如孤單、 懼怕和沮喪。 13 原教旨

人員， 還是喬裝的宣教士？這裡的挑戰
是想清楚整個身分和生活方式的問題，

主義的人數迅速激增， 因為對徵召、 訓練
和裝備那些願意為伊斯蘭教成為民兵的人

勇於尋求有創意及新的答案。 德蕾莎修
女（Mother Teresa）有沒有因著她的生

來說， 時機已經成熟了。 至終， 穆斯林原
教旨主義相信， 「伊斯蘭教是一棵被其殉

5. 我們有沒有善用廣播和電視呢？這些信

道士的血所滋養的樹。 」

活方式或身分而掙扎呢？
息是否為真理及真實呢？或它看起來只
是非常的西化、 偏袒以色列， 及在邏輯
上太過希臘化， 而非是東方式的溝通方
式呢？這裡的挑戰是修剪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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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將之放在接受者的文化裡， 使他們可
以真正地聽到信息。
6. 我們是否願意及能夠看到當地民族的潛
能， 和看到我們為了耶穌的緣故， 而成為
這些國民的僕人呢？這裡的挑戰是： 珍惜
這些當地民族， 及勇於不操縱地信任他們。
7. 法利賽人西門客觀地觀察和評論耶穌與
妓女的事件。 耶穌同情並原諒這個婦人，
在這過程中祂改變了她的生命。 這裡的挑
戰是， 傾聽我們內心深處對穆斯林原教旨
主義古怪邏輯的反應。 不單只是傾聽， 還
要嘗試去瞭解並認真地對待他們。 可能我
們會發現在傳遞神的愛的過程中， 我們能
夠憐憫那些與我們極度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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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非裔美籍人士的增長
凱斯‧ 斯沃特利（Keith E. Swartley）
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 美國的穆斯
林族群仍相當弱小， 在社會上幾乎

不得而知， 大約介於五至七百萬之間。 一般
說來， 非裔美籍人士（非外來人口）是美

沒有任何聲音。 隨著政府在移民議題上逐
漸開放， 六○年代穆斯林移民人口有實質
成長。 美國人口普查制度並沒有涵蓋宗教

國穆斯林中最大的族群。 同時亦是成長最
迅速的宗教群體之一， 目前大約有三百萬

派別， 因此究竟有多少移民美國的穆斯林

的非裔美籍穆斯林。 北美的監獄、 學校及
市區， 也陸陸續續有許多人改信伊斯蘭教。

斯沃特利致力於迦勒計劃（Caleb Proejct）， 亦是《走進伊斯蘭世界》（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一書英文
版的編輯。 斯沃特利於 1983 年首次與穆斯林作朋友。 此後更與印尼、 哈薩克、 肯亞、 吉爾吉斯斯坦、 南韓、 土耳
其、 英國及美國的穆斯林享受彼此的學習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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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的 911 事件之後， 少數非裔美

籍人士開始改信伊斯蘭教。 某位芝加哥的
非裔美籍牧師宣稱：
九一一事件之前， 只有三名會友
是正統伊斯蘭教， 證明伊斯蘭教的吸
引力早已存在， 在芝加哥的非裔美籍
人士之社區裡特別明顯。 自從九一一
事件發生之後， 每個月改信伊斯蘭教
的會友高達廿三名。 其他牧區的穆斯
林信徒同樣迅速增長。 諷刺的是， 恐
怖主義的攻擊反而讓更多人改信伊斯
蘭教， 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1

穆斯林族群認為伊斯蘭教的單純性、
純潔及族群平等， 是許多人改信的原因。
基督教領袖一致認為， 另一個使美國從基
督教轉向伊斯蘭教的理由， 是教會的偽善
和萎靡不振。
美國歷史上提到伊斯蘭文化特別吸引
非裔美籍人士的例子比比皆是。 當今的非
裔美籍穆斯林認為， 伊斯蘭教才是他們祖
先正統的信仰， 殖民時期不少非洲奴隸被
販賣到美洲， 當時非洲主要的信仰也是伊
斯蘭教。 近三分之一的奴隸是穆斯林， 然
而同是穆斯林的非洲人也涉及奴隸買賣。
目前的非裔美籍穆斯林絕大多數是正
統 遜 尼 派， 根 據「約 瑟 計 劃」（Project
Joseph）創 辦 人 卡 爾‧ 伊 里 斯（Carl Ellis）及亞當‧ 艾格利（Adam Edgerly）等
人的說法， 二十世紀初黑人民族主義運動
的興起， 吸引了許多非裔美籍人士改信伊
斯蘭教。 2

非裔美籍穆斯林民族主義的誕生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結束之

後， 非裔美藉人士的教會逐漸從文化與社
會活動淡出， 導致非裔美籍穆斯林族群處
於領導空窗期， 提倡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
於是在二十世紀初， 如雨後春筍般地出
現。 根 據 艾 理 克‧ 吉 博 特（Eric Gilbreath）的研究：
西元 1875 年到 1900 年， 這段期
間有三個歷史創傷改變了非裔美藉人
士之教會的神學觀， 這些劇烈改變等
於是為伊斯蘭勢力的擴展鋪路。 南北
戰爭之後元氣大傷， 隨南方各州重
建時期結束、 反黑奴的恐怖主義興
起， 白人大權在握， 造成族群對立，
這是第一個創傷。 北方工業革命使大
批的歐洲人移居美國， 白人工會一一
建立； 而由於工會排擠非裔美國人，
再度造成民族創傷。 廢除奴隸制度之
後， 工業革命前非裔美國人掌握所有
的經商技巧， 不到十年， 這群人全部
被摒除在專業的職場大門之外。 第三
個歷史創傷起因於教會在非洲的宣教
事工突然四分五裂， 列強為了鞏固其
殖民勢力， 開始禁止非裔美籍宣教士
進入非洲傳福音， 並驅逐駐守當地的
宣教士。 這些創傷讓美國教會內省，
開始關注內戰後浮現的奴隸議題， 對
於更大的社會問題反而漠不關心。 3
由於非裔美國穆斯林的領導權處於真
空狀態， 皇族朱艾里（Noble Drew Ali）
於 1913 年紐澤西州紐華克市建造第一座黑
人清真寺， 並命名為「摩爾美國科學聖
殿」（Moorish American Science Temple）， 可以說是一項創舉。 艾里宣稱所有
黑人都是摩押人和迦拿人的後裔， 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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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非裔美國人最原始的信仰。 艾里過世
後， 一名叫法德（W. D. Fard）的男人聲稱
自己在麥加出生， 並且在底特律聚集八千
多名跟隨者。 他宣揚「黑人是最優秀的種
族， 白人非常邪惡」此一學說。 法德的跟
隨著相信他是安拉的化身、 皇族朱艾里的
轉世。 1933 年法德消聲匿跡， 但是其教導
持續影響著門徒以利亞‧ 普爾（Elijah Poole）。 身為喬治亞州浸信會牧師之子， 普
爾於 1923 年搬遷到底特律， 並於汽車工廠
裡找到工作， 他的生活大致上和許多貧困
的非裔美國人相差無幾。 1933 年普爾與法
德相遇後， 成為法德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隨後改名為以利亞‧ 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

伊斯蘭國
以利亞‧ 穆罕默德承繼法德的黑人優
越主義， 又融合兒時從聖經和古蘭經學到

社會的領導地位拱手讓人， 反而採取
主流文化、 親歐美的神學觀。 4
正是伊斯蘭教的賦予權力、 崇尚道德
及尊榮男性的信息， 吸引了多數的非裔美
藉人士改變信仰。 當今的非裔美藉穆斯林
只有少數是伊斯蘭國的成員。 路易斯‧ 法
肯（Louis Farrakan）於 1995 年十月在華
盛頓特區號召百萬人遊行， 共有四十萬的
非裔美籍穆斯林與基督徒回應， 由此可
見， 黑人民族主義的吸引力依然存在。

5

麥爾坎 X 及大批非裔美國人改信
伊斯蘭遜尼派
為什麼一個在二十世紀初有種族偏
見、 異教色彩的非裔美籍穆斯林運動， 現
在卻成為主流伊斯蘭教？答案就在黑人領
袖麥爾坎（Malcolm X）的生平故事裡。

的教導， 宣揚崇尚道德和給予社會權力的
信息， 可以說是專為生活困頓的非裔美國

1947 年， 其父親為基督教牧師的
麥爾坎‧ 利特爾（Malcolm Little）因
為持槍搶劫而入獄服刑。 他的姐姐將

人打造的信仰。 他號召許多人組成紀律嚴
謹的組織， 卻名為「伊斯蘭國」（Nation

以利亞‧ 穆罕默德的教導介紹給他，
使他不久之後就改信伊斯蘭教。 五年

of Islam）， 利用該平台關注教會避而不談
的社會文化議題。 對此， 吉博特的看法是：

後， 麥爾坎出獄， 完全效忠以利亞‧
穆罕默德的組織， 並很快被選上「伊

基督教擅長處理個人靈性問題，
但是對於社會文化等議題卻荒廢已

斯蘭國」的發言人， 同時也成為哈林
區第七會堂裡備受尊敬的牧者。 與以

久。 例如， 非洲中心論（Afro-centrism）及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
基本上是非洲宣教的異象， 很明顯是
基督教的概念。 然而教會卻從這些異
象中退出， 被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組
織所取代、 重新定義。 非裔美籍人士
的教會似乎忘了歷史教訓； 將神學及

利亞‧ 穆罕默德密切往來的那幾年，
麥爾坎‧ 利特爾將名字改成麥爾坎
X。

6

麥爾坎 X 儼然成為「伊斯蘭國」的明
日之星， 由於行事高調又能言善道， 他提
高了組織在各大媒體的曝光率。 然而，
1963 年因為在領袖的道德問題和私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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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上有歧見， 麥爾坎與以利亞‧ 穆罕默
德兩人起了衝突。 隨後麥爾坎 X 因違背組

無法正確反映神的形像， 迫使兩位基督新
教牧師之子離開教會， 並創辦「伊斯蘭

織規章被暫停職位， 原因是他在約翰甘乃
迪被暗殺之後仍繼續活耀在鎂光燈下。 最

國」。 吉博特指出：

後， 他在 1964 年 3 月完全退出「伊斯蘭
國」。
一個月後， 他便前往聖地朝覲。 麥爾
坎 X 的妻子說， 他以黑人穆斯林（Black
Muslim）的身分前往， 但是從聖地回來之
後就只是「穆斯林」。 朝聖途中， 麥爾坎
X 發現， 各民族共同遵守伊斯蘭教正統的
訓悔， 於是開始竭力倡導伊斯蘭教的正
統， 直到 1965 年二月被暗殺後， 他的人生
才畫下休止符。 以利亞‧ 穆罕默德在 1975
年過世之前穩坐該組織領袖的地位； 但是
在他逝世後， 麥爾坎 X 為正統伊斯蘭教所
付出的心血才開始結出果子。
以利亞‧ 穆罕默德之子
， 華勒士‧
D.
Muhammad）
穆罕默德（Wallace
繼承父親的領導地位。 上任後第一個
行動就是統整「伊斯蘭國」該組織與
正統伊斯蘭教在全球各地的教導及準
則一致。 華勒士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
主義， 認同美國文化並與從海外移民
美國的穆斯林友好。 黑人穆斯林運動
（Black Muslim movement）的發起人
法德和以利亞‧ 穆罕默德各方面都跟
不上華勒士的腳步。 他的信仰不僅具
有世界觀， 更願意為美國穆斯林尋求
福祉。 7

基督徒從非裔美籍穆斯林
學到的功課
根據卡爾‧ 伊里斯的說法， 由於教會

如果你認識伊斯蘭教， 其信仰所
刻畫出的真神比較接近阿拉伯部落神
祇。 同樣地， 有時美國基督教的上
帝， 也與歐洲部落的神祇有幾分相
似。 今天我在這裡， 作為一名非裔美
國人， 我必須在眾多部落神祇中選擇
所要崇拜的神。 我所要崇拜的那一
位， 到底是像壓迫我的人， 還是比較
像我的鄰居？8
另一方面， 原先深受伊斯蘭教吸引的
非裔美籍人士並沒有留在穆斯林社群中。
針對這點， 吉博特認為：
穆斯林發現， 伊斯蘭教不過就像
是一部因行為稱義的跑步機。 歸信基
督的穆斯林感受更深刻， 他們彷彿一
再聽見耶穌對他們說： 「凡勞苦擔重
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
得安息。 」我認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明
白， 即便遵守信仰中全部的條例， 舉
凡飲食、 穿打扮、 沐浴的方式， 但
自己依舊是個罪人。 9
對於教會反應遲緩、 行動不足的文化
議題， 非裔美籍社群已開始介入。 教會似
乎正在重新探討並回應聖經裡關於道德和
男性身分的信息， 如多元族群的男性運動
「守約者」（Promise keepers）， 及暢銷
書 籍 約 翰‧ 艾 傑 奇（John Eldredge）的
《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 Discovering
the Secret of a Man’s Soul）。

10 當教會無法

對現代社會潮流作出適當且符合聖經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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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
無論個人或團體的事務
教
會等於是讓渡權力並退居幕後， 包括伊斯
蘭教也不例外。 吉博特總結道：
穆斯林、 印度教徒或任何人都無
法抗拒的三件事： 聖徒的禱告、 聖徒
的愛心， 和聖經真理在核心議題上的
靈活運用

無論是什麼議題。 每位
我所遇見歸信基督的穆斯林， 或多或
少都是因這些原因， 而大部分最常
被提及的就是愛。 我們應永遠記得，
伊斯蘭教是一個系統， 穆斯林卻是有
血有淚的人。 或許不喜愛這個體系，
但是我們一定要愛。 11
進深閱讀
Larry Poston and Carl F. Ellis, The Changing Face
of Islam in America: Understanding and Reaching
Your Muslim Neighbor (Camp Hill, Penn.: Horizon Books, 1999).
章節附註
1. Center for Ministry to Muslims, “The Impact

of Islam on Black America,” Intercede 18, no.
6 (Nov.-Dec. 2002), pp. 1,4-5. www.cmmequip.
org.
2. Adam Edgerly and Carl Ellis, “Emergence of
Islam in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ReachOut 7, nos. 3 and 4 (Boulder, Colo.: Horizons International, 1994).
3. Eric Gilbreath, “How Islam Is Winning Black
America: An Interview with Carl Ellis,”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3, 2000). www.christianitytoday.com.
4. Ibid.
5. For statistics on the Million Man March, see
www.usatoday.com/news/index/nman006.htm.
For information about who participated, see
www.usatoday.com/news/index/nman010.htm.
6. Center for Ministry to Muslims, “Impact of Islam,” p. 4.
7. Ibid, p. 4.
8. Eric Gilbreath, “How Islam Is Winning.”
9. Ibid.
10. (Nashville: Nelson, 2001).
11. Eric Gilbreath, “How Islam Is Winning.”
第四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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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這十幾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教是如何變化的？它又是如何保持其本色？它曾面臨
的獨特挑戰是什麼？

2. 時過境遷，基督教是如何調整以適應時空的變化？為了在全世界傳播擴展，它是
否需要更多的改變？亦或是為了保持其純正性和統一性，而不太需要改變？

3. 穆斯林如何看待基督教內部的許多宗派？我們要如何促進基督教的合一，而不致
陷入教條主義？請看歌羅西書一 9-14 和三 12-17。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Colin Chapman, Whose Promised Lan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2).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ies
to Muslims, 2001).
觀看： 〈黑潮： 麥爾坎 X〉（Malcolm X）， 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主演，
華納影城（Warner Studios, 1992）。
〈尋腳冒險記〉（Kandahar）， 尼陸法帕西拉（Nelofer Pazira）主演， 馬克馬巴
夫電影（Makhmalbaf Films, 2001）。
〈PBS.真主的信徒〉（Frontline: The Muslims）， （紀錄片， 2002）。
禱告： 找出有關穆斯林或穆斯林國家的報導。 為他們禱告， 特別是為他們的個人和家
庭禱告。 留意新聞中有關你的禱告的回應。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五課

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思考問題
 典型穆斯林社會中的家庭生活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因素使穆斯林的家庭結構穩固？
 穆斯林家庭在哪些方面與基督徒家庭相似？
 在穆斯林社會中

， 什麼是榮， 什麼是辱？在你的社會中， 榮與辱如何影響著人

們的生活？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

， 西方的婦女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產生變化？

本課目標
從穆斯林的角度來描述特定的穆斯林社區， 他們在社區和家庭中的日常習慣，
包括：
1. 東方的世界觀和群體認同感。
2. 家庭生活： 大家庭和社區的各種角色， 婦女和小孩。
3. 節日， 婚喪喜慶禮節， 及其他特別事件。
4. 富裕和貧窮， 教育和文盲。
5. 社會價值觀： 尊重長者； 熱情好客， 包括飲食和款待； 榮與辱。
6. 古蘭經和聖訓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穆斯林的社會風俗
齋戒和開齋
款待客旅的習俗

210 頁
214 頁
222 頁
226 頁

基礎閱讀： 社會風俗習慣

228 頁

完整閱讀： 穆斯林的世界觀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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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對大部分穆斯林而言， 伊
斯蘭教既是一種生活方
式， 也是一個信仰體系。 實際上，
大多數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少
與正式的伊斯蘭教之實踐相符。 部
分原因是百分之八十的穆斯林都不
說阿拉伯語， 或者不是來自於阿拉
伯的背景。 他們和許多自稱為基督
徒的人沒什麼兩樣， 這些基督徒一
般不讀聖經、 不上教會， 只有在耶

出生儀式、 定親儀式、 結婚典禮、
死亡葬禮和每年的節日慶典， 也許

© Caleb Project

誕節、 復活節、 婚禮和葬禮時才
去。 對那些穆斯林社區的人而言，

學校的朋友

是他們宗教體驗的最重要部分； 但
是， 對他們大部分人而言， 日復一
日的生活軌跡， 主要還是圍繞著家庭和鄰居、 吃飯和休息、 工作和經商， 以及男人、
女人和小孩、 大家庭和社區領袖的日常活動。 這些活動包括種植和收成、 熱情待客、
互惠和競爭、 榮辱、 禮物饋贈、 音樂娛樂、 詩歌競賽， 還有體育運動。
穆斯林家庭特定的種族、 習俗、 價值
觀和語言， 與伊斯蘭教義相混合， 形成了

們呈現出一個更為豐富多彩的世界， 我們
的朋友並不認為這個世界與他先前所描述

當地的社區文化。 儘管每一種地方文化的
表現形式與其他地方的伊斯蘭教有許多相

的伊斯蘭教有任何不合。
我們可能會認為穆斯林都比較富有，

似之處， 但這一地域的風格、 色彩、 豐富
性和多樣性， 又可能與其他背景所顯出的

但即使在沙烏地阿拉伯， 大部分的穆斯林
其實也並不都富裕。 實際上， 沙烏地阿拉

伊斯蘭教互相矛盾。 如果我們請一位穆斯
林來描述伊斯蘭教， 他可能會很流利準確

伯的平均國民所得只達到美國的百分之卅

地說出其基本的框架； 但如果我們要他形
容他的家庭、 社區或風俗， 那麼他會為我

六。 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都飽受著經濟上的
困頓； 根據聯合國 2011 年的人類發展指
數， 穆斯林占多數的四十九個國家中，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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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觀的視覺模型：「烏瑪海」上的船

家人的面子

阿拉伯語：

伊斯蘭價值觀：

貝都因道德標準：

傲慢

古蘭經與聖訓集是先
知最終的話語

群體凝聚力

為了保護家庭而遮掩
真理

決定論

熱情好客

宿命論

慷慨大方

再三重複

拒絕改變

英勇果敢

帶有羞辱性言辭

追究過去

自尊自重

過於武斷

普世的伊斯蘭

保護婦女

相互分擔責任

榮譽
漂浮在「穆斯林烏瑪海」

有四個具有高度的發展， 而十五個則是低
度發展。 因此， 他們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們承認， 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個
參照標準， 在這個體系中， 我們必須活出

花在滿足家庭的吃喝穿住等基本需求上。
無數的穆斯林還居住在戰亂頻仍、 疾病肆

自己的信仰； 對穆斯林而言也是如此。 因
此， 為了能夠真正瞭解穆斯林， 以能對他

虐、 處處饑荒或者是常經自然災害的地
區， 這些人為此隨時都可能失去性命。 許
多人成為難民， 被迫逃離家園； 有些有條
件的人便移民到城鎮地區或較富裕的國

們進行有效的服事， 就必須重視那些影響
他們日常生活的因素。

家， 以尋求更好的經濟狀況。 然而， 他們
的希望和夢想、 疑慮和恐懼、 需求和願

過的。 學會怎麼透過穆斯林的家庭關係來
接近他們， 往往比單純地討論神學信仰更

望， 都與我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為重要。

我們與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時間， 可
能很多時候都是與團體或家庭在飯桌上度

© Common Ground Consultant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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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深入地瞭解穆斯林， 主要的關鍵
就是語言和家庭。 語言的內涵， 遠遠不只

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傳統的打破， 穆斯林
心裡可能產生巨大的失落感。

是技術資訊的交流。 當地語言可以表達故
事、 習語、 諺語、 詩歌、 音樂和文化形

由於穆斯林具有強烈的群體認同感，
所以基督徒需要做的， 不單只是瞭解穆斯

態。 雖然旅遊資訊可以透過世界性的媒介
語言， 諸如英語來獲得； 買賣可以透過某

林的生活方式。 要讓他們看到我們不只是
一個說著外國話、 家庭結構與他們不同的

種 地 域 性 的 貿 易 行 話， 如 斯 瓦 希 里 語

外來者。 如果穆斯林朋友看不到我們也有
類似的需要、 問題和掙扎， 他們為什麼要

（kiswahili）來談妥， 但是唯有當地的語
言， 才能顯出我們最想知道的事物關係的

和我們扯上關係呢？要與穆斯林朋友分享

本質性細節。 若對當地語言沒有全盤掌
握， 我們很可能不知道哪些話是美的， 哪

基督教， 就必須讓他們看見我們的價值
觀， 也必須願意接受他們的價值觀。 例如

些話是讓人愉快的， 而又有哪些話是不可
言喻的， 哪些話是不能說的。
我們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是在人類社會

許多人不太願意請別人幫忙， 甚至有人主
動提供幫助的時候也會不好意思接受； 然
而， 有些最好的友誼就是從我們開口請求

最基本的組成單位， 即家庭之體會而得
的。 我們對愛情、 忠誠、 尊敬、 真理、 靈

穆斯林幫忙的時候開始的， 就像耶穌在井
邊請求婦人給水喝一樣（參約翰福音四

性和一些基本價值的看法， 都是在這個圈
子裡形成的。 在這個關係緊密的紐帶裡，

7）。 透過這些友誼， 我們可以學到許多熱
情款待、 忠誠待人和維護榮譽等方面的事

還會出現由不信任、 被拒絕、 受虐待、 流
言蜚語、 無法得到寬恕、 生活艱辛、 離
婚、 暴力和死亡所造成的最深沉的痛苦。

情。 我們付出多少， 就能得到多少。
此外， 如果隱藏我們的真實生活和困

失業、 酗酒、 賭博、 道德敗壞正攻擊並摧
毀著穆斯林家庭， 如同這些問題也困擾著
世上所有的家庭一樣。 無論人們住在鄉村
或是城市， 無論是專業人士、 宗教領袖、
政治活躍分子或是流浪者， 都難逃此劫。
在大多數穆斯林的文化中， 與語言和
家庭同等重要的， 就是孿生一對的光榮觀
和恥辱觀。 光榮是激發行為的動力， 是司
法的仲裁人， 也是交易的流通貨幣。 光榮
的凝聚力可以給個人、 家庭和群體帶來希
望和生命； 個人的榮辱緊密地關係著群體
的榮辱， 反之亦然。 群體還可以決定一個
人的身分， 所以他們就沒有強烈的脫離群
體的個人意識； 隨著穆斯林社會的變化、

難， 將之躲在外表的宗教行為之後， 那麼
實際上我們對於穆斯林而言， 就會變得陌
生和不可親近， 如同他們給我們的印象一
樣。 如果我們想在我們的生活中彰顯基督
的救贖工作和大能， 就必須讓我們的朋友
在我們不完全的日常生活中， 透過觀察來
看見。 這就是友誼所產生的作用。 沒有有
效的行動， 語言會顯得軟弱無力， 除非以
你已被改變的生命來證明你所說的， 否則
語言可以是很危險的。
保羅的方法很值得推薦：
弟兄們， 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
祕。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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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
釘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 又軟弱，

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哥
林多前書二 1-5）

又懼怕， 又甚戰競。 我說的話、 講的
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

─K.S.， 編者

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叫你們的信不在

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觀
「耶穌又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 半夜到他那裡去， 說： 『朋友， 請借給我
三個餅。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 來到我這裡， 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 」（路加福音
十一 5-6）
在日常生活中， 多數的穆斯林更在意的是能保持傳統和友誼， 而不在乎人們來訪的時
間和帶來多大的不方便。 問候別人與人聊聊瑣事， 比完成多少事情、 取得多少進展重要得
多。 即使在大多數窮困的穆斯林當中， 造訪和待客都是優先於其他事情的頭等大事。 對西
方人而言， 耶穌在路加福音裡所說的這段話， 幾乎是白說了； 因在西方， 如果鄰居在半夜
敲門借麵包， 他們可能就會報警處理。 在西方的文化裡， 鄰里之間很少尋求幫助； 但對穆
斯林而言， 生活就充滿著這樣的事情。 鄰里之間要求幫點忙、 給點吃的， 甚至借點錢， 都
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尋求幫助的鄰居不會空手而歸， 因為被詢問的鄰居將來也會有類似的
需要。
這種忠誠待人、 與人合作的精神， 對於一些類似節日慶典的大型集體活動是必需的。
穆斯林鄰里間經常有一些婦女組織， 婦女們會把她們的錢集中到這個組織裡面， 以作大宗
採購的需要， 並且可以在舉行社區活動的時候通力合作。 許多生意買賣也是透過這樣的方
式來做成的。 而且， 一個精明的生意人也會保留一個工作沒有果效的雇員， 僅僅是為了回
報這名雇員的家庭經常光顧他的生意。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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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社會風俗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編者的話
帕沙是站在教會繁殖者的角度，
根據教會繁殖者對當地的文化和對有
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簡稱 MBB）之各
種需要的敏感， 來描述穆斯林的社會
風俗。 他列舉了一系列對處境適應和
過渡的建議， 我們現在加以思考雖然
為時尚早， 但值得注意。

節日
節日在穆斯林社會中極其重要。 一個
地區流行的本土化的慶祝方式， 可增進該
地區的統一。 而整個伊斯蘭世界大舉歡慶
的節日則會促進社會的認同感和團結。 這
些節日包括宰牲節（Id al-Adha）、 開齋節
（Id al-Fitr）、 聖紀節（Maulid al-Nabi）
和白拉提節（Lailat al-Baraa）：

殺的牲畜可以是公羊或其他動物， 這是
麥加朝覲儀式的一部分， 也成了每一個
穆斯林社區的一項儀式。 所宰殺的肉要
和窮人分享。
‧ 開齋節： 就是解除齋戒， 主要為期三
天， 表示齋戒月的結束。 此節日的一個
重大習俗就是人人穿著新衣， 拜訪親
友， 互相串門子。
‧ 聖紀節： 此節日是為了記念先知穆罕默
德的誕生日， 於伊斯蘭曆 3 月 12 日舉
行。 在不同的伊斯蘭教國家有不同的記
念形式和內容。 一般而言， 聖紀節並非
公眾假期。 宗教團體會在這天召開有關
先知生平的特別研討會， 人們也會吟詩
讚美穆罕默德的作為和成就。
‧ 白拉提節（Shab-i-Barat， 波斯語， 意思
是「記錄之夜」）是指在伊斯蘭曆 8 月
15 日晚上舉行的節日。 穆罕默德聲稱每
年的這一天晚上， 真主將登記所有人來
年要做的事情， 並將哪些人的孩子即將

‧ 宰牲節： 於伊斯蘭曆 12 月 10 日舉行，
這一天表示朝覲的結束。 此節日是記念

出生， 哪些孩子即將死去記錄下來。 穆
罕默德吩咐他的信徒整夜不得閤眼， 不

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甘願獻祭易司馬

斷重複著某些禱告， 並且在第二天要齋
戒。 （通常這一夜， 人們的聚餐喜慶氣

儀（以實馬利）， 後來真主命令以公羊
代替獻祭的故事。 宰牲獻祭是每一個有
能力拿出牲畜的穆斯林應盡的義務， 宰

氛遠甚於齋戒守靜， 至少在年輕一代的
身上更是明顯。 1）

帕沙是當今穆宣界的領袖權威人士。 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自 1962 年以來， 就一直生活在孟加拉和菲律賓的
穆斯林當中。 他共寫了九本關於基督徒如何向穆斯林宣教的書。
本文摘自： Muslim Evangelism: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ontextualization, (Waynesboro, Ga.: Authentic Media,
2003), pp. 223-31.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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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曆法
穆斯林從希吉拉， 也就是穆罕默德出走到麥地那的那一年開始紀年， 據推算， 其紀年開
始的第一天就是西元 622 年的 7 月 16 日。 從此 A.H. 1 便誕生了（A.H. 代表 Anno Hegirae 這
兩單字的縮寫， 意思是希吉拉年）。 穆斯林曆法遵循的是陰曆， 每年只有 354 天， 比陽曆少
11 天。
月分名稱

事件

1

穆哈蘭（Muharram）

伊斯蘭新年（1 日）
阿舒拉節（10 日）

2

賽法爾（Saphar）

3

賴比爾‧ 安外魯（Rabi al-Awwal）
賴比爾‧ 阿赫勒（Rabi al-Thani）

6

朱馬達‧ 安外魯（Jumada al-Awwal）
朱馬達‧ 安薩尼（Jumada Athani）

7

來哲布（Rajab）

登宵節（27 日）

8

舍爾邦（Shaaban）

白拉提節（15 日）

9

萊麥丹（Ramadan）

大赦節（27 日）

10

閃瓦勒（Shawwal）

開齋節（1 日）

11

祖勒‧ 蓋爾德（Dhu al-Qa’da）

12

祖勒‧ 哈吉（Dhu al-Hijja）

5

關於穆斯林的這些節日， 需要作幾點
說明：
‧ 它們本質上都是帶有宗教性質的節日。
人們透過齋戒、 聚餐和施捨等形式， 來
記念這些節日。
‧ 節日發揮著社會學的功能。 全社會各階
層的人都積極地參與在這些節日慶祝當
中。 掛名的穆斯林也抱有極大的熱情來
舉行這些儀式， 正如掛名的基督徒也積
極地慶祝耶誕節一樣。
對於有穆斯林背景的新基督徒而言
， 他
‧

朝覲（7 日-10 日）
宰牲節（10 日）

© Caleb Project

4

聖紀節（12 月）

們難免也多少會參與這些慶祝活動。 對
於這些基督徒的做法， 我們應當可以理
解，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必須在這些特別
的節日裡， 表面上服從穆斯林社會的主
流民意。
‧ 外國人應該尊重穆斯林的節日習俗。 比
如齋戒月期間， 在公共場所吃東西是有
欠妥當的； 也許更明智的做法是， 在一
些重要的紀念日裡， 暫時關閉辦事處和
公家機構。
‧ 耶誕節、 耶穌受難日和復活節， 可以在
功能上代替穆斯林的宗教節日。 這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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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慶祝方式應該適合當地的文化。 有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會希望建立儘可能接

的皮膚就是我兒的皮膚， 牠的頭髮就是
我兒的頭髮。 真主啊， 我用牠作為贖

近社會標準的慶祝形式。 這種特殊節日
的慶祝重點， 應當放在屬靈意義上。

價， 從火獄中贖回我兒， 奉真主之尊
名， 真主至大。 」用於獻祭的牲畜要剝
去外皮， 平均分成三等分。 一分給接生

（例如， 我便不瞭解聖誕老人為什麼要
在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裡， 給基督
教國家的孩子發送禮物。 ）
‧ 在某些穆斯林國家， 由政府出資， 允許
基督徒透過廣播和電視舉辦耶誕節和復
活節的特別節目。 這些節目應該充分準
備好文化和屬靈的內容， 以能發揮最大
果效地向穆斯林宣講基督。

出生習俗
古蘭經裡並沒有特別規定嬰兒出生時
應該遵守哪些儀式。 只是在穆斯林傳統
中， 發現有行割禮的說法。
以下是穆斯林當中比較普遍的做法：
‧ 孩子剛生下來之後， 就用襁褓布包裹
著， 抱給聚集的家人和朋友看。 一位穆
斯林祭司會在孩子的右耳邊念誦禮拜呼
召。 此時， 要施捨錢財給窮人。 根據傳
統的說法， 施捨的財物應該等於孩子全
部頭髮的重量， 而朋友和鄰居也會帶著
給孩子的禮物來登門賀喜。
‧ 在孩子出生第七天的時候， 就要行使一
個叫作 aqiqa 的獻祭儀式。 如果是男

婆， 一分給窮人， 剩下的一分留給全家
人享用。 貝文‧ 瓊斯（Bevan Jones）講
述了這個儀式的源由； 據傳， 穆罕默德
警告過父母們， 說：
如果不舉行這個儀式， 真主在末
日那天就不會透過呼喊父母的名字來
喚起他們的孩子。 忽略了這個儀式，
將意味整個一生中， 孩子的「手」
都不會是「好的」。 而且獻了祭之
後， 好處將隨之臨到孩子。 它保證了
孩子將有效地脫離一生的所有不幸，
並且保護他不受撒但的影響。 身體因
這個儀式也得以潔淨， 到了復活日
也將是純潔的。 那些原本在嬰兒期就
註定要死去的孩子， 儀式之後， 當然
就一定會得以養活。 然而， 孩子要是
真在孩童時期就死去， 那麼他也會進
入天堂， 而且雖然他的父母有可能要
下地獄， 但因為孩子代表父母向真主
求情， 所以他們也將獲得進入樂園的
資格。 2

孩， 就需要兩頭綿羊或一頭山羊； 如果
是女孩， 就只需要一頭綿羊或一頭山

‧ 為孩子取名是件相當重要的事情。 通常
在孩子出生的第七天， 就會為他取名

羊。 獻祭的牲畜必須沒有殘疾。 獻祭的
時候， 孩子的父親禱告說： 「真主啊！

字。 為孩子取名字的人必須是家庭成員
中最年長的男性， 或是某個虔誠的穆斯

我用這牲畜來代替我兒子向你獻祭， 牠
的血就是我兒的血， 牠的肉身就是我兒

林， 他能誦讀古蘭經， 然後從這聖書中
選擇一個名字。

的肉身， 牠的骨頭就是我兒的骨頭， 牠

‧ 在孩子開始學會說話的時候， 或是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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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四個月過四天的時候， 就會教他說
「Bismillah」， 即「奉至仁至慈的真主

禮應該在七歲的時候進行， 通常行割禮
手術的人都是理髮師。 但行割禮的日

之名」。
‧ 在遜尼派穆斯林醫生看來， 為孩子行割

子， 在整個穆斯林世界有很大的不同。
孩子只要長到了青春期， 就要求遵守所

女性是家庭名譽的保護者
穆斯林家庭的日常生活， 可以反映出社會的榮辱標準。 行為不謙遜或不順服是削弱家
庭、 危及其完整性的導火線。 一個家庭的名譽取決於其女性成員的純潔性， 她們在結婚前
必須是處女， 結婚後必須對丈夫忠貞不二。 身為女性， 如果沒有用她的良好行為來維護家
庭的榮譽， 那麼她的家人就會認為有必要與她脫離關係， 將她打成殘廢， 甚至是處死她，
以重建這個家庭的聲譽； 即使女性們行為得體， 她們仍然生活得提心吊膽， 深恐人們認為
她們涉入違法的性行為。
古蘭經和聖訓提供了一些清規戒律， 虔誠的穆斯林將其視為美滿婚姻和理想妻子的神
聖寶典。 丈夫要愛妻子、 供養妻子、 保護妻子； 妻子要以家庭為重。 如果每一個妻子都服
從以下的伊斯蘭律法， 那麼她們的行為就會為家庭， 甚至為更大範圍的社區爭光：
‧ 女人的衣著和行為要端莊。
‧ 女人不可以和家庭以外的男性獨處。
‧ 年輕女孩的婚嫁要服從家庭的意願。
‧ 孩子必須尊敬和服從他們的父母， 即使成年了也應如此。
‧ 婦女和孩子要尊重男性的權威。
‧ 生兒子光榮， 沒兒子恥辱。
‧ 婚外懷孕是極度羞恥的行為。
如果打破了這些信仰和傳統， 就會為家庭帶來極大的恥辱。 所以， 有些人認為， 與其
讓背叛者繼續為社會帶來恥辱， 還不如讓他們早點死去。 害怕為個人和家庭帶來恥辱和懲
罰， 是她們守身如玉、 遵規守戒的強大動力。
對局外人而言， 這種家庭的束縛似乎太過於嚴格， 失去了個人的選擇和自我認同； 然
而， 這也為社會帶來了益處， 使得家庭更加的穩定安全， 更有歸屬感。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進深閱讀
Mary Ann Cate and Karol Downey, From Fear to Faith: Muslim and Christian Women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2). www.wcl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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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穆斯林的律法習俗， 而父母教導孩子
拜功和學習古蘭經， 卻是他們義不容辭
的責任。
生產時， 通常伴有一些萬物有靈論
（Animism）的做法：

的水罐裡， 以避開邪靈的攪擾。 在孩
子出生前， 要準備好一個由七個不同
種類的七顆穀粒所做成的特別的護身
符。 這些穀粒縫在一個小袋子裡， 孩
子出生的時候就戴上。 孩子的母親也
要用麝香水或墨水在一個白色盤子的
裡邊寫上古蘭經的某些經文， 然後裝
滿水， 墨水就被沖洗掉了； 母親再把
水喝掉， 等於把經文裝進了肚子。

3

除了萬物有靈論不說， 有穆斯林背景
的基督徒應該如何遵守他那個社會之世代
相傳的出生儀式， 而同時又不失為好的基
督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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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頭七天的時間裡， 母親不能打
貓兒， 否則她和孩子都會死去。 第七
天的時候要點起蠟燭， 放在孩子頭邊
印尼亞齊省（Aceh）的婚禮

‧ 用舊約聖經中的名字為孩子取名， 可以
是七日取名儀式的一部分。 這個名字可
以如同古蘭經裡的名字那樣的拼寫和發
音。
‧ 對所有男孩都實行割禮。 這是有穆斯林
背景信徒的孩子與穆斯林孩子一體性的
重要方面。

婚姻習俗
婚姻的習俗和禮儀， 在整個穆斯林世
界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們將提及的是具有

‧ 穆斯林的出生儀式應當儘量遵守。 那是
一個歡慶的時刻。 可以在孩子的耳邊輕

普遍代表性的習俗。 婦女在伊斯蘭教中是
處於服從丈夫的地位。 引用穆罕默德的一

輕呼喚神和耶穌的名。 我認識一位傳教
士， 在生第一個孩子時就是這樣來遵從

段話說： 「一個良家婦女應該是這樣的：
能討得她丈夫和她親屬的喜愛， 在丈夫面

這個習俗的。
‧ 出生七天的 aqiqa 獻祭儀式確實是個比
較大的問題。 能否改為設宴款待家人和

前要謙卑恭順， 總是聽從丈夫的話， 自己
能打扮自己， 樂意只成為丈夫的開心果，

朋友來代替用動物獻祭， 以求得神保守
孩子免受撒但的侵擾？宴席期間， 可以
誦讀一些論及耶穌一次獻上自己， 成了
我們永遠的救贖的聖經經文。 然後為孩
子禱告， 正式使孩子得到基督的祝福。

在別人面前要有德行， 謙虛謹慎， 寡言保
守。 」4
幾乎所有穆斯林女性都會結婚。 過了
大學生的年紀但仍然單身的女性非常罕
見。 女人結婚的平均年齡大約在十四歲。
穆斯林最多允許娶四個妻子。 古蘭經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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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婦女章）說： 「你們可以擇娶你們
愛悅的女人， 各娶兩妻、 三妻、 四妻； 如

‧ 四章古蘭經。 這些經文與婚姻沒有任何
關係， 選擇它們似乎是因為其篇幅較為

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 那末，
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 」婚姻習俗可以包

簡短。
‧ 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
的使者。 」

括隆重的結婚儀式和訂婚禮節：
‧ 合法有效的婚約， 也可以由雙方家庭在
實際結婚的前幾年定下來。 有時家庭產
生矛盾， 是因為孩子背叛家庭的意願，
不想履行這些家庭義務。
‧ 根據穆斯林律法， 婚姻僅僅是一種民事
合約。 雙方在見證人面前都必須表態同
意。 伊瑪目（Imam）將有一番念經、 勸
勉， 闡明丈夫和妻子雙方的權利和義
務； 勸勉之後， 會問新郎、 新娘是否接
受對方； 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 婚禮

‧ 表白信仰， 表明自己信真主、 信天使、
信古蘭經、 信眾先知和末日復活， 並表
示遵守絕對的善惡教條。

在穆斯林國家的基督徒， 他們的婚姻
習俗與穆斯林極為類似， 但也有一些不同
之處：
‧ 基督徒更願意選擇教堂作為舉行婚禮的
場所。 基督徒牧師將請新人坐在一起，
為他們的婚姻起誓。 但換作是穆斯林，
新人則分別坐在不同房間， 伊瑪目會走

就結束了。 接著， 在男方父母的家裡擺
酒宴請親朋好友。 5
‧ 穆斯林婚禮不是在清真寺裡舉行， 而是
在家裡或選擇其他方便的地方。 伊瑪目
會讓新郎重複以下的話來注入宗教內容：
‧ 「我懇求真主的寬恕。 」

6

到各自的房間， 去為他們的誓言作見
證。
‧ 穆斯林新郎會向新娘許諾， 如果他休了
妻子， 將會給她一筆錢； 但這種情況不
會發生在基督徒當中， 除非有極個別的
情況。

7

穆斯林的主要生活節奏
穆斯林的主要生活節奏中有四項內容。 第一個就是所有人類所共有的吃飯、 睡覺、 工
作， 和其他一切正常生活的事情； 第二個節奏就是穆斯林的信仰儀式， 每日拜功五次， 每
年齋戒一個月， 一生要朝覲一次等等； 第三個節奏圍繞著穆斯林的節日展開； 第四個即最
後一個活動節奏就是穆斯林家庭裡從出生到死亡， 各階段的生死嫁娶儀式。 這四大活動彼
此互相交織一起， 組成了穆斯林的整個生活節奏。
摘自： Roland Miller, Muslim Friends: Their Faith and Feeling,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95), 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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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時候描述到的波斯人的婚禮， 充滿
著深遠的象徵性。 這樣的儀式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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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在籌備婚禮儀
式方面應該尋求既融入穆斯林文化的精
髓， 又體會來自聖經的真理和見證。 這
將呈現跨文化之間的不同特徵。 應該避
免的一件事情， 就是處處效仿西方人的
婚禮習俗， 這些做法對於穆斯林社會而
言毫無意義， 而且也莫名其妙。

葬禮習俗
同樣， 葬禮習俗根據地域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 但有一些共同之處：
‧ 在穆斯林臨終前， 需要再次表白他對真
主的信仰， 誦念清真言。 如果因為病情
進入了極度緊急狀態而無法念誦， 那麼
他的朋友或親屬可以代替他聲明信仰。
在剛剛斷氣的那一刻， 死者周圍的所有
人就開始一邊失聲痛哭， 一邊誦念古蘭
經； 接著， 再將死者的腳轉個方向， 讓
雙腳朝麥加方向。 死者的嘴和眼睛都要
妥當地閉合， 死者的身體也要噴灑香
水。
‧ 給死者淨身是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它可
以由親屬或特別指定的人來做。 身體的
哪個部位先洗， 要將身體翻身幾次， 這
些在習俗中都有規定。 做這些事的時候
要小心翼翼， 因為穆斯林相信， 身體在
死後的頭幾個小時裡， 對疼痛還是很敏

印度穆斯林的葬禮

‧ 當一個人過世的時候， 天使就會來問他
在地上的行為功績。 所以他必須儘早入
土， 以免天使們等太久。 墳墓的開挖也
要按照一定的規格， 其朝向、 長度、 深
度等都有講究。 穆斯林死後很少用棺
材， 死者身上只是穿著一件白色的壽
衣， 就直接入土埋葬。
葬禮結束之後， 死者家屬應該在家裡守
孝十天； 期間， 親朋好友會去登門慰
問。 第三天的時候， 要安排一個叫作
Kol 的特別儀式。 為了死者的靈魂得安
息， 許多人齊聲高誦古蘭經， 然後給小
孩子分發吃的東西。 第十天的時候還要
舉行另一個儀式， 到了第四十天又要來
一次。 在這四十天裡， 給穆斯林祭司一
些食物是必需的， 因為他們認為食物可
以透過祭司轉交給死者。 8
幾年前， 我的一個很好的穆斯林朋友
的母親非常意外地去世了。 受我朋友的邀
請， 我前去參加了他母親的葬禮， 並與他
一起待了三天三夜。 他的父親已經去世多

感的。
‧ 宗教的出殯儀式， 一般不在清真寺裡舉
行， 可以在清真寺附近， 或死者住家附

年， 因為曾經是政府的高級官員， 所以他
母親的死訊上了所有日報的頭版頭條， 該

近的空地上進行。 人們要代表死去的人
作禱告。

市的達官顯貴都紛紛前來家裡悼念。
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死者淨身。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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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 請來「專業的」祭司團親臨家
中， 他們讀古蘭經、 念禱告詞， 一直持續

魂禱告祈福的責任， 而且是兢兢業業的。
葬禮延遲了幾天， 因為要等死者的大

四十個晝夜。 在與這些請來進行儀式的人
妥善談好價格之後， 他們就會擔負起為亡

兒子從英國趕回來。 大約有一百人在院子
裡排成長隊， 面向棺材， 一同為死者的靈

宰牲節
每年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慶祝「伊德艾祖哈」節（Id al-Adha）， 也就是宰牲節或叫
大節（Id al-Kabir）， 在南亞稱為 Bakr Id， 在土耳其世界， 此節日稱為 Kurban Bayram。
屆時， 許多穆斯林都會獻祭一頭綿羊或山羊， 為記念真主是如何贖回易卜拉欣（亞伯拉
罕）的兒子， 如古蘭經所記載的（古蘭經卅七 99-113）。
猶太教也教導了這同樣的一件事情。 亞伯拉罕正要殺他兒子的時候， 耶和華的使者阻
止了他。 亞伯拉罕看見一隻公羊， 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 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
獻為燔祭， 代替他的兒子（參創世記廿二 1-19）。
雖然猶太人並沒有設立一個節日來專門記念這件事， 但它的意義卻表現在逾越節當
中。 逾越節就是猶太人為了記念神在那一夜饒恕了他們， 在埃及地頭生的免遭殺戮而設立
的節日。 死神「越過」了那些門框上有被宰殺的羊羔之血的人家（參出埃及記十二
1-14）。
既然基督徒相信亞伯拉罕的獻祭和逾越節是真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慶祝這兩個節日
呢？是不是也有一個基督徒的逾越節？引之勒（Injil， 即福音書）說人類在靈命上是死的。
罪成了阻隔我們與神之間的鴻溝。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 為人類作了贖罪祭。 正如神用公
羊的血獻祭贖回了亞伯拉罕的兒子那樣， 祂也借著耶穌基督的血贖救了全世界。 耶穌成了
真正的牲祭： 祂才是真主的羊羔， 將自己獻上為祭， 使我們從罪惡中得釋放； 神借著祂，
在我們與神分開的鴻溝中架起了橋樑。
亞伯拉罕獻祭一事和逾越節一事， 是神所使用的比喻性的實例教學， 以讓我們能理解
真正的救贖。 聖經上說， 牛和羊的血不能洗刷罪惡（希伯來書十 14）， 而且相較於神的義
而言， 我們所有的功德就像是污穢的衣服（以賽亞書六四 6）。 沒有誰能償還我們虧欠神
的巨債。 好消息是， 神差遣耶穌基督作為神完美的獻祭羊羔， 祂贖去了世人的罪。 亞伯拉
罕獻祭和逾越節的故事， 在慶祝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受難和復活的節日中得到記念， 這個節
日稱作 Easter（復活節）， 在阿拉伯語中寫作 Id al-Qiyama。 耶穌基督為萬族萬民的救贖
而獻上自己為祭。 借著耶穌， 我們才能與神和好， 並且經歷神的愛和救贖。
改編自： Fuad Issa, Adha in the Injeel, (Indianapolis: Arab International Ministry, 1995).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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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禱告。 此後， 我駕著小卡車把棺材運到
機場； 在機場， 政府已安排好一架直升

我們不是要提供詳細明確的指引， 提
出這些建議， 只是想表明： 基督教宣教士

機， 將屍體空運到鄉下的老家安葬。 在前
往機場的路上， 那兩個兒子一再請求我儘

有必要根據他們所處的環境進行相關的變

量開慢一點， 避免任何震盪和顛簸。 到了
第五天， 為死者進行了一個說十二萬五千
句禱告詞的儀式， 有兩百多人來參加這個
特別的儀式。
對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而言， 葬禮儀
式應該按照穆斯林的習慣來評估：
‧ 一些簡單的事情（如在死者住家附近的
空地上進行宗教儀式）， 可以完全照本
宣科。 而為死者說禱告詞這樣的一些儀
式， 就理所當然要忽略， 然後尋找適當
的儀式來代替。
‧ 死者的追悼會可以在同一些天舉行， 穆
斯林會在這些天按傳統舉行某些儀式。
但作為基督徒， 我們辦追悼會的目的是
頌揚死者的生命和見證。 如果不舉行這
些追悼會， 穆斯林眾人就會推斷說， 對
死者沒有愛心， 沒有尊重之情。

通， 以適應當地情況。
章節附註
1. L. Bevan Jones, The People of the Mosque
(Calcutta: YMCA Publishing House, 1939), p.
129.
2. Ibid., pp. 411-12.
3. Samuel M. Zwemer, Across the World of Isla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29), pp.
127-28.Revell, 1929), pp. 127-28.
4. Bess Donaldson, The Wild Ruc: A Study of Muhammadan Magic and Folklore in Ira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reprint of 1938 edition), p. 48.
5. Maulana Muhammad Ali, The Religion of Islam (Lahore: The Ahmadiyya Anjuman Ishaat
Islam, 1936), pp. 628-29.
6. Thomas Patrick Hughes, A Dictionary of Islam
(London: W. H. Allen and Company, 1895), p.
318.2nd Company, 1895), p. 318.
7. Anwar M. Khan,“Strategy to Evangelize Muslim Jats in Pakistan”(Th.M. thesi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6), p. 22.
8. Ibid., p. 29.

齋戒和開齋
馬蒂‧ 史密斯（Marti Smith）

（Ramadan 或作 Ramazan）， 就是

月可以出現在春天、 夏天、 秋天或冬天。
古蘭經二章 183 至 188 節規定了齋戒的規

守齋功的月分， 也就是宗教禁食。 齋戒月
是伊斯蘭陰曆的第九個月， 而且每年都會

矩， 黎明前飽餐一頓就開始白天的齋戒：
「可以吃， 可以飲， 至黎明時天邊的黑線

比上一年提前十天進入齋戒月， 所以齋戒

和白線對你們截然劃分。 然後整日齋戒，

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年都會守齋戒月

史密斯是「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的同工之一， 負責短期同工隊伍的培訓和服事， 這些隊伍的工作是在全世
界的族群之文化中作人種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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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夜間。 你們在清真寺幽居的時候， 不
要和她們交接。 這是真主的法度， 你們不

它能教導一個人學會忍耐和謙卑， 可以暴
露一個人的弱點， 幫助建立自我克制能

要臨近它。 」（古蘭經二 187）
尤其是當齋戒月正好出現在這年中最

力。 齋戒的人會聚在一起禱告， 彼此鼓
勵， 因為知道如果有人忍不住誘惑而想溜

熱的月分時， 那麼齋戒的時間就要持續到
十五個小時之久， 這是相當困難的事。 齋

出去喝口水或抽根煙的話， 是有人會注意
到的。

戒規矩非常嚴格， 除了孕婦或月經期婦
女、 哺乳期婦女及老弱病患者之外， 所有

神聖的時刻

的成年人在白天的時間裡禁止吃喝任何東

齋戒月的儀式和禁忌不僅僅是吃喝的

西。 抽煙也是不被允許的， 在某些地方，
白天的時候， 穆斯林還不能洗澡， 不能吞

問題， 在這個聖月期間， 每個人都必須特
別小心， 避免產生罪惡的思想和行為。 縱

口水。 年幼的孩子和正在旅途中的人可以
選擇免除齋戒， 也可以選擇旅行完之後補

容一些道德上有問題的行為， 如說人家閒
話或發怒， 和女朋友或男朋友出去約會，

上沒有齋戒的天數。 日落之後， 人們一起
開戒。 伊斯蘭的齋戒是一項公共的群體性

觀看某類的電影等等都是不提倡的。 齋戒
月是審視自己、 自我反省的時刻， 是拜功

活動， 接下來的開齋節也是如此。 特別是
在齋戒月的頭三天， 學校和公司可能會休

禱告、 與真主親近、 與穆斯林社會群體親
近的時刻。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人， 他們

息放假， 以讓家人能夠團聚。
齋戒月期間， 街道可能會相當冷清，

更覺得有必要戒除世俗的交談， 應該專注
於拜功和誦讀古蘭經。 一些穆斯林認為，

但是到了晚上開齋的時候， 穆斯林城市又
開始活躍起來。 平時過於忙碌而無法聚在

齋戒月期間的拜功和善行更有價值。 有越
來越多人加入拜功儀式的隊伍， 還會安排

一起的人們， 在這個時候會計劃特別的團
聚。 特別是在阿拉伯國家， 開齋可能持續

額外的拜功次數。 齋戒月期間所行的善
功， 將來有可能在樂園裡獲得豐厚的回

到深夜。 齋戒月期間， 許多人在第二天的
白天睡覺， 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報； 這一美好的盼望， 鼓舞著穆斯林堅持
不懈地守齋行義。

習慣， 也減輕了齋戒的辛苦。 白天變成了
黑夜， 黑夜則更像白天。
在一個比較世俗化的社會裡， 或是穆

許多在其他時候不履行伊斯蘭教義務
的世俗化的穆斯林也會守齋戒， 或者至少
守部分齋戒。 分享齋戒之苦讓穆斯林更緊

斯林占少數的地方， 守齋戒是件更富挑戰
的事情： 它需要你完成一般的日常任務，

密地連結在一起， 這有助於建立他們的社
會意識。 另一方面， 許多敬虔的穆斯林，

不能讓齋戒所帶來的困難影響正常的生活

有時候會看不起那些終年過著不虔不敬的

和工作。 對於必須工作或堅持日常生活的
人而言， 他們的通病就是疲倦不堪和煩躁

生活， 但在齋戒月又裝模作樣地表現聖潔
虔誠的人。 那些說謊編造藉口， 不想齋戒

易怒。 齋戒可說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的人， 也是受人蔑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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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待客的時刻
在許多穆斯林社會， 精心準備的菜餚
是齋戒月期間展現穆斯林熱情好客的一個
特別的焦點。 通常的習慣是邀請朋友、 親
戚和鄰居聚在一起， 一起禱告禮拜， 開齋

© "Hosting"-Kristie Burns/Sudi Aramco World/PADIA

吃飯。 一位皈依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對這種
聚餐作了這樣的描述：
我頭幾次被邀請到穆斯林家裡吃
飯的經歷讓我終身難忘。 他們的盛情
真是很難推卻。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樣
來形容。 他們真的似乎將聖訓付諸於
實踐： 「任何信安拉和末日的人， 都
應該大方熱情地對待來訪的客人。 」
想像一下穆斯林在齋戒月間所做
的事。 實在是值得一瞧： 桌上先擺上
湯和椰棗； 然後端上三、 四樣大盤子
的主菜， 有羊肉、 雞肉、 牛肉、 咖哩
醬、 米飯、 麵食和蒸粗麥粉； 小菜是
沙拉、 鷹嘴豆泥、 蔬菜； 甜點、 蛋糕
和油酥餅， 茶和咖啡更是常備的飲料
了。
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烏姆‧ 穆罕默
德的家時， 我記得她的大女兒就在門
口和我打招呼， 當我進去的時候， 我
被屋子裡的熱情奇妙的氣氛徹底征服
了， 那菜餚美妙的香味， 甜甜的微
笑， 具有感染力的笑聲， 和純粹幸福
的表情， 充滿了整間屋子。 我們輕鬆
活潑地交談， 盡情地享受食物和提神
清爽的飲料， 歡樂友善的氣氛彌漫
每一個角落。 當時的許多交談用的是
別的語言， 但他們的笑容給了我受歡
迎的感覺。

1

食物與好客

打破齋戒
齋戒月結束之後， 穆斯林就可以打破
齋戒， 用豐盛的大餐以示慶祝， 這叫開齋
節（Id al-Fitr）， 可能會持續幾天。 在許
多穆斯林的社會裡， 這個節日成了一年當
中最大的節日， 也是進行社交團聚的節
日。 因著文化的不同， 開齋節的習俗也會
有所變化， 但通常的慶祝活動、 吃豐盛菜
餚及互贈禮物卻是不可少的。 在烏茲別克
斯坦， 婦女們會準備許多有民族特色的菜
餚、 開齋飯， 並且與她們的鄰居互換開齋
飯吃； 中國和中亞的維吾爾族人在家自製
麵條吃； 在馬來西亞， 每個人都要回到自
己的家鄉； 還有許多地方， 開齋節成了全
家人團聚的時刻。 一位印尼的穆斯林推
（Tui）這樣描述開齋節：

第五課 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225

開齋節是一個重生的時刻， 或者
說是個新的起點。 它是走親訪友、 為

戒月確實給基督徒提供了許多機會， 讓我
們有機會為穆斯林朋友禱告， 並與他們一

錯誤的行為祈求寬恕的時候。 你必須
謙卑地接近他們， 雙膝跪地， 表達你

起禱告； 有機會參加社交和屬靈的聚會，
有機會與穆斯林討論有關屬靈的事情。 穆

的順服、 感激和敬重。 它是一劑獲得
寬恕、 重返純潔無牽累狀態的良藥。

斯林齋戒月期間可能會尋求真主， 並檢驗
他們自己的內心； 他們也可能對於來自真

只要人人都彼此寬容， 那麼真主就會
寬恕他們。 但它不會持續永久。 它只

主的夢境和異象更為敝開。 基督徒將耶誕
節和復活節視為向穆斯林與其他非基督徒

是暫時的， 所以每年都必須守齋戒。

的朋友傳揚福音的絕佳時機。 其實齋戒月
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節日， 照樣可以打開許

2

基督徒的回應
有些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的基督徒為了

多方便之門。 在這重要的季節裡面， 要與
基督徒朋友一起禱告， 求神給我們機會，

融入穆斯林群體， 他們也會遵守齋戒。 畢
竟， 禁食（齋戒）是適合於基督徒的一個
神聖的磨練。 然而另一方面， 穆斯林齋戒

讓我們能瞭解、 經歷穆斯林社會所發生的
一切， 並能對它作出回應。

的方式在許多方面與聖經的教導和例子相

章節附註
1. Debra Hewly, “Hosting amongst Muslim
Homes,” Al Jumuah 13, no. 4 (July 2001), pp.
14-15.
2. Caleb Project, The Madurese of Indonesia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6), p.18.Caleb
Project, 1996), p. 18.

互衝突。 一些基督徒也會認為， 參與齋戒
會給他們的穆斯林朋友傳遞錯誤的訊息
（參閱本書第十章 Erik Nubthar 所寫的專
文〈我透過一同齋戒所學到的〉）。
不論基督徒是否守齋或如何守齋， 齋

文化依據
簡單地給西方的基督徒列舉關於穆斯林的習俗和禮節雖然能有些幫助， 但卻是不夠
的。 反之， 瞭解存在於這種表面行為背後的現實依據， 卻是必需的。 溝通往往無濟於事，
或者說不能取得適當的進展， 正是因為對於西方基督徒與非西方的穆斯林之間關係何去何
從所得出的依據， 存在著偏差。
Bill Musk, “To Save a Soul,” Touching the Soul of Islam: Sharing the Gospel in Muslim Cultures (East Sussex, UK: Monarch Publications, 1995),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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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客旅的習俗
格雷格‧ 迪特威勒（Gregg Detwiler）

編者的話
當我們瞭解穆斯林社會熱情好
客、 以禮待人的價值觀之後， 我們必
須謹記聖經上的教導： 透過憐憫他人、
幫助他人、 殷勤待人、 體恤他人和其
他善舉， 來履行我們服事的責任。

移民， 是在非本地國家的永久居民。 客旅
（sojourner， 某些翻譯中用到的詞）可以
是從外地來的臨時住民。 從一開始， 神就
打算把非猶太人也當作是祂的子民， 這一
啟示在新約中有更完整的表達， 但舊約中
也出現過這種提示。 舊約中， 神要人熱情
地服事異族人和客旅的教導就是一個暗

申命記廿六章 1 至 13 節中說道， 神為

示。 那種服事就是表達感激和順服之情。
如今， 在新約的啟示下， 我們看到了

祂剛從埃及的奴役中救贖出來的子民， 制
定了一個儀式， 以使他們能謹記他們先前

在教導的屬靈象徵意義。 我們同樣曾經是
被囚的奴隸， 同樣曾經受到罪的捆綁， 從

的被囚。 以色列人要為祭司帶來初熟的土
產。 他們要大聲宣讀他們被救贖的歷史，

黑暗的轄制中得釋放
， 被引領進入應許之地
，
即神的國。 那麼， 要如何才能表現出因著

並為耶和華所賜的每一樣美物獻上的喜悅

神的恩典， 而走過此旅程之人的特徵呢？
在馬太福音廿五章 31 至 46 節中， 耶

感激之情； 接著他們還要將土產分給利未
人， 和他們當中的寄居者。
你取完了一切土產的十分之一，
要分給利未人和寄居的， 與孤兒寡
婦， 使他們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飽足。
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 「我已
將聖物從我家裡拿出來， 給了利未人
和寄居的， 與孤兒寡婦， 是照你所吩
咐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我都沒有
違背， 也沒有忘記。 」（申命記廿六
12-13）
寄居的， 或者稱作異族人或外來人，
就是與猶太人混居的非猶太人。 他可以是

穌生動地描述了天上的審判情景， 即「萬
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32 節）， 祂將從
山羊中分別出綿羊。 是什麼使綿羊有別於
山羊呢？是他們對待饑餓者、 口渴者、 客
旅、 需要衣服蔽體者、 病痛者和坐監者的
不同反應。 義人幾乎毫不猶豫地給饑餓的
人飯吃、 給口渴的人水喝、 給客旅住宿、
給窮困者衣穿、 照顧病人、 探訪坐監牢的
人。 他們對被剝奪權力者和對異鄉人的熱
情和幫助， 受到了稱許和回報； 另一方
面， 惡人顯然忘記了他們身邊的機會和需
要， 於是受到神的審判。
耶穌的比喻故事中對窮困疾苦者的描

迪特威勒是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以馬內利福音中心的多元文化事工協調員。
改編自： Gregg Detwiler,“Honoring Strangers,”Discipleship Journal, 137 (2003), p. 31.蒙允使用。 www.navpress.com/
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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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聽起來很像今天的難民和移民者經常
經歷的窘困。 外來人通常就是那些由於全
球化的政治動盪和經濟蕭條而又饑又渴、
疾病纏身、 坐牢監禁等之類的人。 即使他
們能滿足日常所需， 有飯吃有水喝有衣

穿， 但至少在外國的土地上， 他們仍然算
是外來人， 還是需要友情和幫助。
第五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波斯-米甸族系
與土耳其民族一樣， 波斯-米甸族系遍佈於中亞和阿拉作半島的伊朗、 伊拉克、 土耳
其、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阿曼和卡塔爾。 有些波斯-米甸族群在敘利亞、 烏茲別克斯坦、
印度和阿塞拜疆也有相當的人口分佈。 在阿根廷的兩個波斯-米甸族群， 北普什圖人和伊
朗人， 他們的人數分別在八萬到十萬之間。
屬於波斯-米甸族系的人超過了一億五千萬， 包括普什圖人、 庫爾德人、 波斯人和塔
吉克人。 在總共二百一十一個波斯-米甸族群中， 就有二百零三個族群是以穆斯林為主導
的人群。
估計有三千四百萬人口的庫爾德人居住在他們稱之為庫爾德斯坦的地區， 該地區橫跨

以保留他們自己的文化、 傳統和語言。 傳統的遊牧人群現在都過著半遊牧的生活或是已經
定居。 大多數人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 作為一個民族， 他們雖然幾度抵擋住其他民族的侵
略而沒有失去其民族認同性， 但他們缺乏政治
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上的統一。 然而，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尋求自治
的爭鬥中， 庫爾德人被利用為戰爭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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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區政府的手中遭受多次種族屠殺。 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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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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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現在居住在北美和歐洲。 因為近期的開
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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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在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當中， 已開始了
伊拉克
一場新興的、 蓬勃成長的教會繁殖運動。
摘自： 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進深閱讀
Robert Blincoe, Ethnic Realities and the Church: Lessons from Kurdistan (Pasadena, Calif.: Presbyterian
Center for Missions Studies, 1998).

推薦參閱
Robert Blincoe, Ethnic Realities and the Church: Lessons from Kurdistan (Pasadena, Calif.: Presbyterian
Center for Missions Studie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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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敘利亞、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他們是世界上分屬於不同國家的
一個最大的同種同文化民族。 大部分庫爾德人與其他民族分開， 居住在一些多山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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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俗習慣
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
穆斯林的真實日常生活是什麼樣
子？影響家庭和社會生活的最重要
和基本的信仰、 價值觀和傳統又是什麼？
這許多影響因著文化的不同而相異； 即使
在同一種文化下， 由於教育水準、 都市化
程度或其他因素的不同也有差異。 然而，
某些習俗是各個穆斯林文化間所共有的，
因為受了同樣的影響。 下面是一系列穆斯
林生活的快速寫照， 它們展現了其中的某
些習俗， 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 這些寫
照是基於民族研究小組在三個不同國家的
工作而共同編寫的， 這三個國家主要是穆
斯林國家： 阿塞拜疆、 印尼和敘利亞。

「我們最大的財富」：阿塞拜疆
的家庭和社會生活
托菲（Tofiq）是來自阿塞拜疆傳統家
庭的年輕人， 與他最接近的人， 一輩子
都是相同的： 親屬、 鄰居和當地同學或同
事間的朋友。 他的看法和他的父輩、 祖父

的建築和大小不同的房子。 沿泥土
砂礫的馬路行走時， 你會注意到每棟
房子都被帶有大鐵門的石頭或磚塊砌
成的圍牆環繞。 別讓這些矇騙了
你， 讓你認為我們是足不出戶、 自我
隱蔽或與人隔絕的民族。 你會看到，
事實遠非如此。
當你走進了我們家的門， 我們會
熱情地和你打招呼歡迎你。 如果你是
女人， 我的媽媽和妹妹會親親你的臉
頰， 表示歡迎； 如果你是男人， 我的
父親和兄弟會和你握手致意。 在你脫
了鞋子後， 就應邀進入屋裡。 我母親
和妹妹會為我們沏好茶， 我們可以一
邊喝茶一邊聊天。

家庭關係中的責任

1

輩和鄰居們也都一樣。 托菲親口講述了自
己的故事：

大部分的問題， 無論大小都得讓
我父親知道， 並要與他商討； 幾乎很
少瞞他， 也瞞不了他。 雖然這裡只住
了二萬多人， 但我若想在城市的另一
頭瞞父母做點什麼， 消息總是在我

我們的城市甘賈（Ganja）是阿

手之前就傳到了家裡。 沒有什麼能
保密的。 我們有時候會說： 「連地面
都有耳朵。 」

塞拜疆的第二大城市。 我們當中的許
多人居住在城市裡隨處可見的灰色水

當孩子還小的時候， 他們把對父
親的尊重放在第一， 母親第二。 我現

泥大公寓裡， 但城裡也有許多更漂亮

在是廿四歲， 但到了我廿五歲的時

一個傳統家庭的寫照

「迦勒計劃」是總部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Littleton）的一個動員宣教組織。 在過去的廿五年來， 「迦勒
計劃」已派出許多事工人員在全世界進行民族志的研究工作。
「走進穆斯林世界」（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是「迦勒計劃」的宣教事工。 www.caleb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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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我的權威就要高過我母親。 我叫
她做什麼事的時候， 她就必須聽我
的。 弟弟和妹妹也必須尊重我。 即使
現在， 我若叫妹妹幫我洗衣服， 她也
必須毫無怨言地去做。
作為兄長， 當我父親不在家的時
候， 我有責任保護這個家庭、 這個屋
子裡的女人和家庭的榮譽。 作為哥
哥， 我特別要負責保護妹妹的名譽。
如果一個沒有和她訂婚的男孩子在街

傢伙， 揍他一頓。 如果忽視了這個義
務， 我就會感到羞恥， 別人也會說我
沒有尊嚴。
如果我的伯父要到我家裡作客，
當他進屋的時候， 我們家的女人們必
須站起身表示尊重， 一定不能背向
他； 也不能插嘴， 或是大聲說話。 在
他面前， 她們必須畢恭畢敬， 一定不
能交叉腿或是無精打采的樣子。 在
男性當中， 最年長的更受偏愛。 我的
祖父因為年紀較長， 較有智慧， 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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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她走在一起， 接觸她的身體， 甚
至和她說話， 那麼我一定要揪出這個

阿塞拜疆人經常把麵包給客人

候去看望我們的遠房親戚， 但如果任
何人需要幫助， 我們也會努力滿足他
的需要。 如果他要的是經濟上的援
助， 我們就會提供金錢； 如果有身體
上的疾病， 我們就會幫忙找好醫生為
他醫治。

受尊敬的， 凡事都要找他商量。 叔叔
必 須 尊 敬 我 父 親， 我 的 弟 弟 桑 南

按照傳統習慣， 一家中的孩子要依出
生的先後來決定結婚的先後。 男孩或女孩

（Sanan）也必須尊敬我。
我們大部分的親戚就住在附近，

在二十五歲之前若還沒有結婚， 就會面臨
很大的壓力， 家裡的人就會緊忙張羅著幫

一位叔叔家就在我們隔壁。 親戚間通
常一個星期要互相走訪兩到三次， 但

他（她）找對象。

有些人每天都會見面。 我們一起喝茶
聊天， 享受彼此的陪伴， 甚至可以

羞恥和社會問題

聚到大清早才肯離去。 家庭是我們最
大的財富， 在我們心中永居第一。 我

富， 所以關係破裂是他們最大的悲哀。 最
顯著的社會問題是那些傷害關係、 背叛信

們會盡一切可能互相保護、 維護和支
持。 我們可能只會在婚禮或葬禮的時

任或損壞家庭名譽的事情， 如離婚、 犯法
和吸毒。

由於家庭關係是阿塞拜疆人最大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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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狀態下， 婚姻要得到雙方父母的
同意和支援， 但情況並不總是如此， 大多

an）， 並與他墜入愛河。 他不但不是
我們這一地區的人， 而且我們瞭解

數家庭都難免至少有一個違背父母意願的

到， 他家不如我們家這麼遵守傳統，
所受的教育也遠不如我們。 經過再三

婚約或婚姻， 並遭受其所帶來的緊張關
係。 這種反叛暫時弄僵了家庭關係， 但這
樣的情況很少是不可挽回的， 大多數都可
重新和好。 有位婦女述說了她的家庭煩惱：
我 已 經 結 婚， 照 顧兒 子 哈 干
（Hagan）， 並且肚子裡還懷第二
胎， 這時候我的妹妹古拉（Gulla）離
開了家。 她總是喜歡埋頭學習， 因
此， 雖然有幾分不情願， 我父親還是
允許她去就讀巴庫的外語學院。 在學
校 裡， 她 遇 到 了 蘇 萊 曼（Sulem-

的考慮和商討之後， 我的父親堅決反
對古拉嫁給他。 儘管如此， 他們還是
毅然結婚了。 我們沒有一個人參加他
們的婚禮。 兩年以後（他們已經有了
兩個孩子）， 蘇萊曼的父母來到我父
親和母親面前， 請求他們重新考慮接
納妹妹和妹夫； 並告訴他們， 他們已
經有了從未謀面的外孫。 如預料的那
樣， 我的父母親妥協了， 妹妹他們又
舉行了第二次婚禮。

學會寬恕
愛谷爾（Aigul）是來自於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的信徒， 當她決定跟隨基督的
時候， 她便開始學著活出基督的樣式。 但談何容易！她解釋道： 「我從未見過我父母親道
歉過， 哥哥姐姐也沒有。 謙卑對我們國家所有人而言， 都是件很難做到的事。 驕傲是最要
不得的。 他們說： 『不， 我不會原諒的， 更不會鞠躬屈服！』因此， 他們幾個月都互不理
睬。 他們當中的一個最終必須謙卑下來， 但這很難讓他們做到。 」
「有段時間， 我和一位來自國外的基督徒克莉絲蒂娜（Christina）住在一起。 她請我
為她翻譯一些東西， 當我把翻譯稿交給她的時候， 她對我那糟糕的書寫不甚滿意。 她說：
『你應該好好把字寫端正。 』聽了她這句話之後， 我的情感真的受到傷害， 我於是悶悶不
樂， 不想說話。 第二天我仍然在生氣， 但她寫了一張卡片給我， 向我表示道歉， 並給我一
盒巧克力。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說對不起。 」
「去年， 我和我母親爭辯了幾句， 因為我不想結婚。 她認為我冒犯了她， 就不和我說
話了。 我的舊習慣又回來了， 我心想： 不能道歉！但過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我意識到我必
須道歉。 所以我不斷禱告， 神給了我去道歉的勇氣。 我的媽媽很驚訝， 她哭了又哭。 」
摘自： Marti Smith, www.calebresour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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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會帶來很不光彩的社會名聲。 一
個阿塞拜疆男人永遠不能在公共場合讓人

都要學習作詩並背誦詩句， 還要學習
一些諺語和故事。 尤其是在波斯人和

看出自己喝醉了。 有個人說過， 大部分的
人寧願晚上爬著回家， 也不願早上被人發

土耳其人的世界裡， 人們一旦講起
「我們國家的詩人」和其他偉大的思

現醉臥門旁。 在阿塞拜疆， 酗酒所帶來的
恥辱更添加了其可怕性： 男人會因自己缺
乏自制而發脾氣， 並將他們的不愉快發洩

想家， 都會感到無比的自豪。 他們的
話語作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傳授給

到他們的妻子和家人身上， 導致虐待事件
的發生， 這往往是誘發離婚的因素， 而且

孩子們。 「我們稱這些詩句為 atalar
soz， 意 思 是『我 們 先 輩 們 的 話

讓整個家庭失去名譽和尊嚴。

語』」， 阿塞拜疆的一位婦女美哈巴
（Merhaba）這樣說道： 「我此時此
刻， 可以聽到我媽媽的話正在我耳邊

傳統的承傳： 故事、 詩詞和歌曲

迴響。 」4

在絕大多數的社會中， 孩子們是透過
聆聽、 記憶和背誦故事諺語以及吟唱歌
曲， 從他們父母和祖父母、 學校和宗教教
育來學習價值觀和傳統。 世界上有許多穆
斯林在成長階段， 均偏愛口頭的教育形
式； 他們更傾向理解、 信任並記住人們所
告訴他們的， 特別是透過敘述性語言來告

掙扎著尋找新的出路
經濟問題打擊著阿塞拜疆人的自豪
感。 許多人發現， 現在的生活比起前蘇聯
統治時期， 要艱難許多， 他們對於景況改
變的悲哀， 多過於對新機會的慶祝：

訴他們的事情， 超過他們讀到或聽到的命
題性真理。 透過這些形式， 他們也可以表

我過去是開拖拉機的， 我非常喜
歡這份工作， 每個月有七十盧布的薪

達他們不習慣以別的方式來表達的思想和

水。 當我還是年輕小夥子的時候， 父
親就教我如何駕駛； 自從學會以後，
我就愛上了開車。 當蘇聯解體的時

情感。 有兩個阿塞拜疆人這樣解釋道：
我們不喜歡談論糟糕的事。 我們
不願讓人看見我們的眼淚。 如果要
哭， 我們也只是躲進自己的房間裡
哭， 這樣就不會有人聽見。 我們只會
隨音樂而哭泣。 我們的音樂讓我們
表露以其他方式所表達不出的感情。 2
我們非常喜愛詩詞。 它是我們心
靈的語言。 即使一個阿塞拜疆人不會
在紙上作詩， 但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
會作詩。 它能幫助我們更瞭解生活。 3
在大多數穆斯林文化中， 孩子們

候， 我失去了這份工作。 再沒有人付
我薪水了。 自從阿塞拜疆獨立以來，
我就沒有過一份好工作。 現在我在市
集上做點小買賣， 以較低的價格買
進， 然後以更高的價格賣出。 這樣的
工作使我感到很難為情， 但又沒有別
的賺錢方法。 似乎沒有什麼好的出
路， 儘管我非常努力地奔波， 也只能
勉強養家糊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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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邦之內：亞齊人
要瞭解印尼亞齊人的文化， 6 首先得
瞭解亞齊人的康幫（kampung， 馬來語，
村落的意思）或者說是「社區」。 康幫是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結構， 是群體的組
成單位， 也是獲得支持和信賴的源頭。
康幫的規模有大有小， 範圍從一百人
到一千人。 它既存在於鄉村也存在於城
鎮。 在城市裡， 它們比較像是社區； 而在
鄉下， 則比較像是村莊。 每個康幫都有一
個名稱， 有時是以某人的名字或地標來命
名。 每處康幫都設有一個禮拜大廳（meunasah）， 它是專用來進行禮拜、 講道和
開民政會議的公共場所； 另外還有一間
pos（就是高架起來的小休閒屋）， 那是個
重要的會面地方， 年輕人經常在那裡坐在
長椅上休息、 聊天， 或玩骨牌遊戲。

康幫的婚禮
今天， 德薇（Dewi）的鄰居們顯得特
別忙碌。 和往常一樣， 五點鐘吹響禮拜的
號角， 但在清真寺裡參加晨禮的人卻寥寥
無幾； 許多人一整夜都在忙碌著準備一場
婚宴。 7 這個關係緊密的康幫社區的許多
人， 一連好幾天都在與德薇的家人一起忙
著預備迎接這特殊的一天。 雖然令人精疲
力竭， 但能參與這整夜的準備工作， 對他
們而言卻是一種特權或殊榮， 因為這表示
他們與即將結婚的夫婦關係非常密切。 作
為新娘， 德薇像公主一樣地端坐在新房子
裡。 按照亞齊人的傳統， 這房子是她父母
親給她的。
新婚夫婦的許多最親密的朋友和親
戚， 都受邀前來迎接新郎。 當日上午， 新

郎伊斯邁（Ismail）在七十位朋友和家人
的陪同下， 從他的康幫社區抵達新娘這
裡。 這一重大時刻到來時， 所有人都被迎
進新房子， 並安排入座。 到了下午， 大約
兩百名客人將飽餐這令人難忘的宴席， 這
些客人來自全城各地， 大多是伊斯邁和德
薇所在的康幫社區的人。 毫不奇怪， 德薇
所在的康幫社區中， 幾乎每家每戶都參加
了她的婚宴， 因為這裡幾乎百分之四十的
人， 皆與她的父母有直接的關係。
為確保一切進展順利， 出面協調的人
就是德薇在康幫社區的區長（lurah）， 他
在社區裡享有像市長和縣長那樣的職權，
並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婚禮的籌備工作。 幾
個星期之前， 他與德薇和伊斯邁的父母們
碰面， 正式就彩禮的多少達成一致， 並且
協助計劃這龐大的婚禮該如何進行。 他所
在的康幫社區做好婚禮的東道主， 將之辦
成一場既恰當又傳統的婚禮是相當重要
的， 否則人們就會說長道短。 伊瑪目也要
確保安排妥當有關宗教方面的細節。 雙方
家庭對於人們對婚禮所提出的一些建議和
幫助， 會感到非常高興， 因為對他們而
言， 他們的孩子有一個體面的穆斯林婚禮
是很重要的。
對於德薇和伊斯邁的父母而言， 如果
在婚禮宴請上試圖省事或減少花費， 會使他
們顯得對待自己的孩子和社區的所有居民很
吝嗇。 畢竟， 德薇和伊斯邁需要社區的人來
照管： 男人們會修繕房子前面的小路和水
溝， 就像維護他們自己家的一樣； 女人們會
在下午來家裡幫助德薇學習為新婚丈夫和
未來的孩子做飯。 所以， 對這對年輕夫婦
而言， 從他們開始生活並在一起的那一
刻， 就必須融入他們這個未來的社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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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類似這樣男方入贅女方的社會關係
裡， 家系的承傳往往以女性為主。 在大多
數情況下， 他們與他們的祖母和曾祖母住
在同一個社區裡。 今天， 特別是在城市

裡， 你會發現一些康幫社區裡的人們並沒
有什麼親屬關係， 甚至不全是同一宗族，
但居民仍然彼此之間建立了親密融洽的關
係， 形容他們的社區「就像一家人」。

穆斯林社會
穆斯林社會（Umma， 社區）就是伊斯蘭各社會的一個統一體。 它是穆斯林同一性的
主要標誌， 超越了語言、 文化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1 古蘭經宣稱， 穆斯林社會應該是優秀
而普遍的社會組織：
你們是為世人而被產生的最優秀的民族， 你們勸善戒惡， 確信真主。 假若信奉天
經的人確信正道， 那對於他們是更好的。 他們中有一部分是信士， 大部分是罪人。
（古蘭經三 110）
今天， 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 我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 我已選擇伊斯
蘭作你們的宗教。 凡為饑荒所迫， 而無意犯罪的（雖吃禁物， 毫無罪過）， 因為真主
確是至赦的， 確是至慈的。 （古蘭經五 3b）
穆斯林社會是全人類的見證：
我這樣以你們為中正的民族， 以便你們作證世人， 而使者作證你們。 （古蘭經二
143a）
穆斯林社會是其民眾的保護傘：
信道的男女互為保護人， 他們勸善戒惡， 謹守拜功， 完納天課， 服從真主及其使
者， 這等人真主將憐憫他們。 真主確是萬能的， 確是至睿的。 （古蘭經九 71）

許多時候， 穆斯林皆看不到基督徒作為一個整體社會來行事， 無論是在政治上（如
北愛爾蘭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 還是在我們的教會與宗派之間的關係方面。 另
一方面， 穆斯林也會承認， 他們也不總是立場一致（例如， 在援助庫爾德人或孟加拉
人的事情上就表現出分歧）。
1. John L. Esposit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5.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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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領袖
哈蒂（Hati）在大學上完一個學期回
到家的時候， 發現父親穆罕默德的屋子裡
擠滿了人， 她感到既驕傲又擔憂。 她的父
親正在為康幫社區的婦女們上星期三晚上
的課， 十幾個婦女吟誦著古蘭經裡的經
文， 當她從她們身邊走過， 到隔壁房間放
下行李的時候， 她的父親朝她點了點頭。
她父親的健康從去年起就一直不太
好， 但他仍然每天把時間安排得滿滿的，
除了每天要在附近的一所中學教授伊斯蘭
教和阿拉伯語之外， 每週有四個晚上還要
為社區的居民上課， 星期六還要上兩次

中國吐魯番的交通

教事務。 亞齊人的康幫文化不會將世俗領
導人與宗教領導人作明顯的區隔， 這也許
是因為宗教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有著中心作

課。 附近的街坊四鄰在遇到特別的狀況
時， 還經常邀請他去他們家祈禱。 他在學
校的工作使他星期五下午能抽出空來， 帶

用， 並且覺得所有人都是康幫社區的僕人。

領清真寺的祈禱和講經佈道。
康幫社區的人經常跑來問他一些宗教

「再來一次， 」艾哈邁德（Ahmad）
心裡這樣想著， 隨即揮起彎刀。 隨著突然
一下的猛砍， 只聽見砰的一聲， 艾哈邁德

方面的問題， 還有不少人向他討教從如何
做生意到如何養育孩子等各樣的問題。 因
為穆罕默德的回答都是以古蘭經為依據，
所以他的話無疑是最值得信賴的。 的確，
雖然他沒有政府的一官半職， 但穆罕默德
卻是康幫社區裡最有影響力的人。 他受到
康幫居民的無比尊敬與愛戴。
康幫社區的居民無論舉行什麼活動，
如葬禮、 割禮、 新生兒的奉獻儀式、 婚禮
和伊斯蘭教的各種節日， 他們總是希望穆
罕默德能到場參加。 還有許多剛作父母的
人請求他為自己的孩子取名字， 現在康幫社
區裡大多數年輕人的名字， 都是他命名的。

窮苦人家

的目標

一串椰子， 應聲從七十五英尺
高的椰樹上墜落地面， 激起一陣塵土和樹
葉。 艾哈邁德慢慢地從椰子樹上爬下來，
聚集他的勞動成果， 然後拭去胸前和手臂
上的樹木碎片。 許多年來以收穫椰子為生
的日子， 把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繭， 使
他幾乎感覺不到碎片的存在。 他賺的錢不
多， 但通常能保證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
需要。 當沒有椰子採摘或病重不能爬樹的
時候， 就處於困難期了。 這時， 當地的清
真寺會按照伊斯蘭教義， 為他們家提供一

康幫社區裡幾乎所有公認的重要領導

些食物和金錢的救濟。
艾哈邁德用手推車推著當天採摘來的

人都是穆斯林好男人。 8 有些領導人專管
民事方面的事務， 而另一些人主要負責宗

椰子往家裡的方向走， 看到他的妻子蹲在
泥濘小河邊的一塊大水泥石板上， 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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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硬的刷子洗刷著衣服。 她和其他康幫社
區的婦女在做事的時候， 她們的孩子們就

的 演 唱， 該 是 禮 拜 的 時 候 到 了， 艾 達

在河裡玩耍。
艾哈邁德的小屋整個只有一間， 而且

出來， 她儀式性地潔淨了自己， 蒙上一塊
長長的白色紗巾， 開始禮拜了。 當她嘴裡

十分簡陋， 屋頂也是用茅草覆蓋的； 在屋
子附近， 有一棟五間房間的漂亮房子， 外

正念念有詞， 重複著早已熟練的拜功動作
時， 她聽到電話響了起來。

牆用灰泥粉刷， 屋頂是西班牙風格的瓦
片， 地面鋪著瓷磚。 艾哈邁德有時會想，

她做完禮拜後， 給她的「朋友」回了
電話。 她的一些較親密的朋友都知道， 這
個人其實是她的男朋友， 但她很小心地保

他要是有這樣一棟房子給家人住， 該有多
好， 但他知道這永遠只是個夢。 賺這種錢
是要靠關係的。 接受更多的教育可能是條
出路， 但艾哈邁德認為， 他的年齡太大
了， 不可能再去讀書， 他覺得只能隨遇而
安了： 好好享受自己的那一分， 要好過折
騰著賺取更多。
像艾哈邁德一樣， 許多亞齊人都缺乏
金錢、 關係網和教育， 不能希冀更好的工
作或賺更多的錢。 有些人聽命於貧窮的
生活， 他們知道社會不會讓他們挨餓。 他
9

們居住在食物豐富的地方， 伊斯蘭教也會
催促那些有錢的人施捨予周遭的窮人。
艾哈邁德的朋友們都認為， 作一個虔
誠的穆斯林， 比作有錢人更重要。 艾哈邁
德知道他對伊斯蘭教的理解非常有限。 為
了讀古蘭經而學習阿拉伯語， 就如同接受

（Ida）從這 MTV 的強烈視聽感受中抽身

密， 不想讓她的家人知道。 他們在電話裡
約好， 明天放學後在電影院見面。 放下電
話， 艾達又坐回到 MTV 前， 為大學入學
考試而衝刺。
艾達的哥哥阿邦（Abang）關掉了他
房間裡同時一直在播放著音樂的收音機。
他伸手拿了他的夾克， 離開家， 要到康幫
的休閒屋（pos）去見他的朋友。 阿邦並不
是經常去那裡打牌或玩骨牌遊戲， 他要忙
於應付大學的課程， 畢業後有望成為大學
的講師。 康幫社區裡有些年輕的亞齊人，
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休閒屋度過。 他們通常
是一些沒有工作或沒錢讀書而待在家裡的
人。 阿邦在休閒屋裡見到的年輕人， 就是
跟他一起作禮拜、 一起踢足球、 一起履行
社區義務的人

即使他們追求的目標不

大學教育一樣， 對他而言是件望塵莫及的
事； 但他覺得可以透過拜功、 守齋禁食和
誦念信條， 而獲得進入天堂的資格。 與接

一樣， 但伊斯蘭教和他們社區的兄弟情
誼， 還是將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受他的貧窮生活一樣， 他決定委身於伊斯
蘭教之道， 但對此卻沒有很多的考慮。 他

穆斯林真是舒服。 有時他們會討論古蘭經
和其他伊斯蘭教義， 但發現很容易就能履

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是穆斯林， 他們當中
也沒有一個人讀過古蘭經。

行律法的要求， 而且仍然可以享受現代音
樂和他們更喜歡的服飾。 對於他們喜歡看

年輕的一代

的電影， 古蘭經並沒有作任何規定或限制。
另一方面， 艾達卻不知如何才算是一

電視裡正在播放美國一流行搖滾樂團

阿邦和他的朋友都覺得在現代社會作

個好穆斯林。 雖然她許多的朋友都不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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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jilbab）， 但她還是被告知要戴上， 以
避免與男孩子有什麼錯誤的關係。 她猶豫

他的年輕人似乎就有點誤入歧途， 有時甚
至背離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著是否要與男朋友分手， 並取消他們的祕
密約會， 但當她的朋友們說他們比自己誠

一些正改變著世界上各種社會形態的

實時， 她又在想也許她的朋友是對的。
艾達和阿邦在康幫社區裡， 看起來都
是十幾歲青少年的模範。 身為品行端正、
受人尊敬的父母的孩子， 他們知道維護家
庭名譽是他們的責任。 康幫社區裡有些其

力量， 也影響著亞齊的年輕一代。 10 越來
越多的年輕男女正接受高等教育， 這提高
了他們對康幫社區之外的世界的認識。 那
些沒有上大學的人， 傾向於和康幫社區裡
的鄰居們較親近； 但那些想要談論只有受
過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的事的大學畢業生，

禱告
在我第一次走進一間伊朗餐館的時候， 我發現店主的妻子生病了， 就問他們， 是否願
意讓我為她的身體康復禱告， 那店主表示十分感謝。 當我說明我必須奉耶穌的名祈求時，
他回答說： 「我相信耶穌是醫治病痛者。 」我們的主真是奇妙偉大， 祂治癒了店主的妻
子。 一個星期後， 我給了店主一本新約聖經。
我們應該為我們社區裡的穆斯林禱告。 如果我們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可以每天為他
們禱告， 求主安排「神聖的約會」。 我們將很驚喜地看到， 主會為我們預備好可作見證的
事。
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社區裡穆斯林的名字， 那麼該怎麼做呢？我倫敦的一個朋友想出
了一個有創意的辦法： 他一周的每一天， 都輪流用不同的穆斯林常見的名字為穆斯林禱
告。 例如， 星期一， 他為所有叫作阿里的人禱告； 星期二， 為所有叫作穆罕默德的人禱
告。 他祈求神差派一個人去告訴每個人有關耶穌的事情。 多好的一個想法啊！懇求神喚醒
每位穆斯林的心！
除了為穆斯林禱告之外， 我還可以和他們一起禱告。 我們的禱告是與天上的父進行交
談的一種方式。 在伊斯蘭神學或實踐中， 卻沒有我們這樣的概念， 但他們有兩類其他的禱
告： 儀式上的禮拜（撒拉特， salat）和個人的呼求（都阿， du’a）。 每日五次， 個人在家
或在清真寺集體進行的禮拜叫作撒拉特， 但都阿是祈求祝福和保佑的非正式請求， 比如，
「願你家庭興旺發達」、 「願我們的孩子健康成長」。 當我們和穆斯林建立友誼的時候，
他們就會與我們分享他們的需要。 那麼， 我們就可以提出是否可以和他們一起禱告， 求神
滿足他們的需要。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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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工作場所也能交到親密的朋友。
許多亞齊的年輕人認為， 不道德的性

社區領袖的一致聽從， 確保了傳統的實
施。 但現代化正衝擊著傳統。 在整個穆斯

文化和醉酒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是
從電視節目中得來的印象。 電視中總是宣

林世界， 現行的無論什麼習俗規定， 總是
有些人遵守得嚴謹些， 而其他人遵守得又

導財富、 科技和性自由； 因此， 這三樣東
西被灌輸進了一些年輕人的腦海中。 對於

隨意一些。 在穆斯林城市裡， 很少有僅僅
遵循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

這種現代化負面的吸收， 在那些信仰並非
十分堅定的穆斯林當中， 顯得最為明顯。
許多亞齊人能夠辨識西方文化， 認為並非

權勢的推動作用：
大馬士革的生活方式

所有西方的東西都是好的， 他們只想吸收
西方先進的科技， 而未放棄自己的道德標
準。 所以， 亞齊的現代化並不意味著亞齊
人的思想變得越來越西方化或世俗化

大馬士革 12 是敘利亞的經濟和政治中
心。 世界三大主要宗教
猶太教、 基督
教和伊斯蘭教， 都發源於這一地區， 並且
它們的成長和發展也影響了大馬士革的成

社會。

長和發展。 周邊國家之間長期不斷的戰
爭， 加上世界其他國家與它的脆弱關係，

瞭解習俗規定

將敘利亞置於一個不穩定的地位。 而且，
來自巴勒斯坦、 黎巴嫩、 伊朗和伊拉克的

和其他印尼人一樣， 亞齊人意識到他
們社區之間的習慣有所不同， 他們都儘量

戰爭難民都瘋狂地湧入這座城市， 使得廿
五年間
， 其人口從五十萬暴增到四百多萬
。

他們希望將他們的伊斯蘭世界觀融入現代

維護這些傳統。 他們將當地的行為指引形
容為阿達特（adat）， 就是介於法律和習
俗之間的東西， 是管理著他們的典禮、 節
日和婚喪喜慶儀式的體系。 「要是有人違

大馬士革的原住民：
閃米特人（Shaamee）
西南亞國家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是

背了阿達特， 」一個亞齊人解釋說道：
「那麼所有人都會疏遠他， 還可能叫他離

曾經叫作 Ashshaam 地區的一部分。 其原
住民就是一群叫作閃米特人的阿拉伯人，

得遠遠的……。 他會變得很不快樂， 因為
再也沒有人願意和他在一起或幫助他

他們的後裔可以將他們在這個城市的家系

」11

了。
阿達特在亞齊人的生活中發揮著
重要的作用， 在大多數穆斯林社會中也是

追溯到幾百年前。 雖然他們的勢力和聲望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衰落下來， 但閃米
特人仍然控制著大馬士革很大一部分的經

如此。
在一些很少有人懂阿拉伯語的地方，

濟力量。 許多人來自於有歷史深厚淵源的
富裕家庭， 他們龐大的財富世世代代相

人們可能會認為， 所有當地的傳統都是伊
斯蘭教的一部分。 如果對於某個傳統有什

傳。 其他人則靠自己的力量賺取不少錢。
他們多數人都是生意人， 也因他們的勤奮

麼不同意見， 則可以請教那些最年長的、
最虔誠的， 而且精通古蘭經的穆斯林。 對

和愛財而聞名於世。 許多人經營著世代相
傳的家族生意。 閃米特人不喜歡在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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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工作， 反對受到外人的統治。 他們寧願
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

交友， 已經逐漸形成了新的習慣、 接受了
新的傳統和思維。

哈 立 德（Khalid）和 阿 卜 杜 拉（Ab-

蕾拉（Leyla）與農村也有關係。 她在
大馬士革長大， 但每年夏天都會和家人一

udul）都是閃米特人。 儘管年紀還小， 但
他們每天都要在他們父親的店鋪裡工作好
幾個小時。 店鋪很快的會轉交給哈立德，
因為他是長子。 由於打理店鋪的時間過

起回到他們的小村莊。 由於她的家庭比較
富裕， 也比較有名望， 在大馬士革算得上
是眾多中產階級的一員， 回到農村， 可就
是相當有面子的人了。 蕾拉的村子因其堅
定虔誠的伊斯蘭信仰而眾所周知。 那裡的

長， 他只能花費些許的時間在伊斯蘭教
上。 他很勤奮地做事， 把賺來的錢存起
來， 作為將來成家之用。

每一個人都是穆斯林。

哈立德結婚的日子還必須再等待， 因
為一個閃米特父親不會同意把女兒嫁給沒

難民和移民

有房子的求婚者。 對房子的期待， 像大石
頭般的重壓在哈立德的身上， 因為高速盤
旋上升的通貨膨脹， 將購屋的可能性越推

區勢力平衡中的作用， 在大馬士革造成了
恐懼和不信任的氛圍。 祕密員警密切地監

越遠。 哈立德心想， 等他有錢了， 他就能
夠休息一下， 並享受真正的快樂了。

視一切， 盤查著每一個對國家安全可能帶
來威脅的人， 也懸賞舉報他們的鄰居和朋

城市的新來者： 農村的移民

友中有非法組織活動的人。 這種氣氛使得
人們更加渴望交到可以信賴的朋友。 在城

與掌有實力的閃米特人形成強烈對比
的， 是從其他地方移民過來的城市新居
民。 從敘利亞各鄉村遷移到大馬士革找事

政治上的動盪不安和敘利亞在維持地

市裡選擇朋友的時候， 人們會很謹慎地觀
察對方， 以確定這個未來的朋友是否可
靠。

做的家庭， 為數驚人。 顏色鮮豔的傳統服
飾和祖先流傳下來的習俗， 凸顯了大馬士

遷入該國的非敘利亞族群當中， 有相
當的一群人是巴勒斯坦人。 一系列政府的

革這些不同的農村群體。 他們住在一起並
定期回自己的家鄉， 以儘量保持他們的鄉

法律， 促進了他們與敘利亞的融合， 但又
允許他們保有自己的國籍。 「如果你是巴
勒斯坦人， 那麼你就不要認為自己是敘利

村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 現代都市的生活
方式還是強烈影響著他們。 許多人設法透
過接受更多的教育以迎頭趕上， 但他們在
適應城市生活的需要和保留鄉村簡樸生活
的願望之間， 感覺進退兩難。
海拉（Hala）在大馬士革大學裡學習
英文專業， 她與閃米特女孩米娜（Minal）
是很好的朋友。 雖然海拉的白日夢經常把
她帶回到北方的農村， 但她透過與米娜的

亞人； 曾經是巴勒斯坦人， 那麼永遠就是
巴勒斯坦人。 」有個年輕人這樣解釋道。
還有一個人這樣說道： 「我妻子當然必須
是巴勒斯坦人！找一個能夠瞭解我們問題
的人， 而不僅僅是同情我的人， 這很重
要。 」
幾乎在大馬士革的所有行業中， 都能
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身影。 有良好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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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以找到政府的專業性工作， 比如當
老師、 醫生和律師。 儘管敘利亞的阿拉伯
人從道義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鬥爭；
但還是有些人， 如勢力強大的閃米特人，
可能就不能瞭解或體諒巴勒斯坦人所面臨

經和聖訓的強烈影響確實為穆斯林的生活
創造了一種模式， 並將一些價值觀逐漸灌
輸進整個穆斯林世界。 但穆斯林文化的多
樣性和各自獨特的環境， 造就了地方習俗
的巨大差異； 這些不同的地方習俗， 就決

的遭遇。 「我們更喜歡從鄉下來的移民，
而不喜歡和閃米特人打交道， 因為我們的

定了家庭和社區的不同形態。

習慣和那些農村的人非常接近。 」有個巴
勒斯坦人解釋說： 「閃米特人待人不誠
實。 他們只會為了錢而跟你交朋友。 」

進深閱讀
David W. Shenk, Journeys of the Muslim Nation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2003). www.heraldpress.com

1948 年， 哈立德三歲大的時候， 他的
父親就帶著全家逃離巴勒斯坦， 以躲避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 他們逃遷到
了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 像大部分
逃離家鄉的巴勒斯坦人一樣， 他的父親也
希望在一兩個星期之內便能返回老家， 但
直到 1967 年， 該地被以色列侵略並成為它
的附屬地， 他們家仍然住在戈蘭高地。 那
時， 他的父親決定留下來參軍打仗， 但不
幸陣亡。 他的父親死後， 哈立德一家遷移
到了黎巴嫩， 在那裡一直居住到了 1980
年， 當時因為不斷升級的戰爭， 迫使他們
再次舉家搬遷， 這一次遷到了大馬士革。
現在， 哈立德和他的妻子帶著他們的五個
孩子住在大馬士革最大的難民營裡。 哈立
德情緒激動地說， 他的母親已經「精神失
常了」， 因為太多事發生在她身上， 對她
的打擊太大了。 每當想起這些， 哈立德的
心裡就湧起無限的痛楚。

結論
是否存在著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古蘭

第五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Caleb Project, The Azerbaijanis: A Cultural
Description and Strategy Report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5), pp. 56-60, 70.
2. Ibid., p. 98.
3. Ibid., p. 100.
4. Ibid., p. 101.
5. Ibid., p.41.
6. Caleb Project, The Cross and the Rinceong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3), p. 31.
7. Caleb Project, A Prayer for Indonesia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3), pp. 10-12.
8. Ibid., pp. 12-13
9. Ibid., pp. 20-21
10. Ibid., pp. 16-17
11. Ibid., p. 57.
12. Caleb Project, The Muslims of Damascus, pp.
19-20, 105-08, and Damascus from Darkness
to Light (Pasadena, Calif.: Caleb Project,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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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世界觀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世界觀的定義
世界觀和行為這兩個觀念， 常常交
織在人們的腦海中， 但這兩者是不
同的。 行為可以理解為外在的人， 是在文
化的形式層面； 世界觀則是在核心， 是在
文化的深度和意義層面。 要分辨世界觀，
對外界而言， 就只能夠透過觀察和分析外
在的行為模式， 之後再往後推回中心。 我
們在那裡找到了個人的核心， 也就是他最
裡面的價值所在， 再根據他的行為來瞭解
他對生命的看法。 但這方法帶來了許多的

對現實的認知是社會的模式， 將
可行或應該是的現實具體化， 並將它
們分類成實際的、 可能的或不可能
的。 這具體化的形式就是文化的世界
觀。 世界觀若是根據這個模式， 就是
將現實的觀念中央系統化， 在那裡有
社會跟隨者（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
的成員們， 以及他們價值體系的來
源。 世界觀是在文化的心臟中心， 在
每一個文化層面裡觸動、 交流及強烈
影響文化中其他的每一個層面。 5

困擾。
有關世界觀的特殊定義， 各有不同。
尤金‧ 奈達（Eugene Nida）將世界觀定義

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概覽。

為「價值觀體系」。 1 另外一個對世界觀
簡短的定義是「一個人對宇宙特徵的看

穆斯林世界觀的分析

法， 包括了一般的和整全的概念， 以及對
生命無聲的假設」。 2

拜訪了不同的穆斯林國家， 有機會與
在不同伊斯蘭國家中服事的宣教士交談，

羅勃‧ 雷菲德（Robert Redfield）認
為世界觀是一個階段， 以「我」為中心特
性來觀看其他的人類世界。 3 雅各‧ 賽爾

我訝異於穆斯林的世界觀在不同的民族、
語言、 地理和文化中是如此驚人的一致。

（James Sire）認為「世界觀是我們對世界
基本組成所持有的（意識或潛意識裡）一
整套的前提（或假設）」。
查理斯‧ 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
4

對此， 有一番深思熟慮的定義：

有了這樣的定義為準則， 下一個部分
我們會專注在穆斯林的世界觀方面。 這裡

雖然在細節上有顯著的不同， 但我相信這
些不同的族群有足夠的共識來允許我們在
沒有太多扭曲的情況之下， 述說單一的穆
斯林世界觀。
我們必須嘗試從廣義的角度， 而非只
是從宗教角度來明白穆斯林的世界觀。 要
完全明白人的生活方式， 就必須包括許多

帕沙是當今穆宣界的領袖權威人士。 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自 1962 年以來， 就一直生活在孟加拉和菲律賓的
穆斯林當中。 他共寫了九本關於基督徒如何向穆斯林宣教的書。
本文摘自： Phil Parshall, Muslim Evangelism (Waynesboro, Ga.: Gabriel Publishing, 2003), pp. 83-93 蒙允使用。 www.
gabriel-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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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而若要有效地傳達耶穌基督的信
息， 我們就必須根據穆斯林全部生活和思

訝異於所有屋子構造的一致性。 雖然
沒有政府的控制及法律的制定， 但所

想的切身需要著手。

有的屋子卻幾乎完全是彼此的複製

希伯來人和基督徒世界觀的比較
本章的世界觀比較圖表嘗試比較了穆
斯林、 舊約猶太人， 以及西方基督徒的世
界觀。 該圖表顯明了現代穆斯林和舊約希
伯來人世界觀的相似性。 而它們同時至少
在所考慮的十一個範圍內， 是與西方的價
值觀直接對立的。 若要有效地向穆斯林傳
福音， 認清這些相同點與區別是十分重要
的。 舊約基本上是給希伯來人的， 連同新
約經文在一起， 應該是我們福音性活動的
起點。

合一
葛瑞格‧ 哈里伯里安（Greg Haleblian）是敘利亞基督徒， 他提及在伊斯蘭教
裡的合一：

品。

6

在希伯來文化裡， 也可以看到這種一
致的現象。 這兩者的情況， 恐怕都牽涉到
強調真神的合一及統一性。 換句話說， 西
方基督徒其實是多元文化的產品。 西方的
思潮是： 「如果合一是有實用價值的， 那
麼就保存； 如果不是， 則丟棄。 」他們高
舉的是多元化而非一致性。

時間
穆斯林非常重視歷史性的事件
。 林恩
‧
修伯內（Lynn Silvernale）談到穆斯林的過
去時說道： 「孟加拉人（Bengalis）是以
過去為導向的； 他們的過去就是他們的生
命。 現在如何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 他們
的過去就是他們的榮耀。 孟加拉人很少想

其中一個最值得重視的首要原

到他們的未來。 在某個層面， 孟加拉人認
為談及未來是很冒昧的， 這可能是因為他

則， 就是穆斯林對合一和統一的熱
愛。 這在清真寺內部的紛爭以及與教

們宗教的宿命論所導致的。 」7
猶太人則以他們所謂的「敘事神學」

會內部紛爭白熱化時， 是最明顯不過
的。 當一個人進入清真寺時， 他發覺
自己完全浸浴在全然合一的氣氛當

（recital theology）為榮。 他們喜愛敘述神
的作為： 從埃及的大施拯救、 十誡的頒
佈， 及從約旦河進入迦南。 他們將傳統代

中： 在四面牆裡每一個元素的設計，
都避免顯眼和特殊的形式……， 沒有

代相傳下去， 這是他們的使命。 對猶太人
和穆斯林而言， 他們應該重視現在， 但現

任何個體的部分或樣式超出其他個體

在的影響力或許就不如過去那麼強大。
哈里伯里安說道， 阿拉伯人對具體指

……， 穆斯林對合一和單一的熱愛不
單只是侷限在宗教裡， 也在阿拉伯文
化的許多層面， 特別是物質產品， 就
如屋子和衣物上。 一個西方人在敘利

定的時間不太感興趣。 他將阿拉伯人與西
方人作一個對比： 「當西方人說： 『我明
天傍晚七點會來探望你。 』阿拉伯人則會

亞共和國的城市和鄉村內旅行， 他會

說： 『明天傍晚我會來看你。 』而傍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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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的比較
觀念

舊約的希伯來人和穆斯林

西方的基督徒

1. 合一

強調生命每一個層面的合一

只強調有實用價值的合一

2. 時間

非常注重過去和傳統

*以未來為導向

3. 家庭

團結

*注重個人

4. 和平

和諧， 融入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內在和外在的特徵

滿意
*生活的一部分內在的特徵

5. 名譽

首要的考慮內容

很重要的考慮內容

6. 身分

與財富、 姓氏及年齡有關
服從團隊的趨勢

*成就的一個結果

7. 個人主義
8. 世俗主義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觀念

*不斷增強及廣泛被接納的趨勢

9. 改變

不願意

*非常渴望

10. 平等

只有理想理論， 卻沒有實施
無關緊要

只有理想理論， 沒有實施
*絕對必要

11. 效率

強調獨立自主

* 直接與希伯來人和穆斯林的世界觀對立。
以指任何在五點至晚上十至十一點之間的
時間。 」
在另一方面， 西方基督徒強有力地以
未來為導向。 過去已經過時了， 最重要的
是， 過去與現在的快速突破發展是無關緊

一般來說， 一個家庭不論是住在
一個大屋簷下， 或幾間相鄰的房子
裡， 他們所有的收入和開支一律由家
庭的頭所支配， 所有的家庭成員一同
分 享。 大 家 庭（extended-family）也

要的。 現在是令人著迷及享受的時刻， 但
必須以未來的規範來衡量。 生命的挑戰是

一樣可以共用產業， 他們有比較多的
保障和群體生活， 這與西方核心家庭

如何掌握未來。 計劃、 策略、 設定目標和
評估， 都是萬花筒般的活動之一， 都是為

的結構特性正好相反。 在面對經濟困
境、 身體上的疾病或死亡時， 家庭的

了要催促西方人向前追求成功的未來。
因此， 西方的傳道人必須掌握這些世

許多其他成員會擔負起責任。 大家庭
會指導及協助年輕夫婦養育兒女、 烹

界觀的衝突， 必須欣賞這種深深交織在穆
斯林社會裡的時間觀。

飪， 及其他的家務。

家庭
穆斯林的家庭關係一般來說， 是一幅
非常美麗的景象。 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繫非
常的緊密。 哈里伯里安形容這些關係為：

9

穆斯林經常被批評貶低女人在生活中
的地位。 這裡一些正面的觀點， 可以平衡
這些批評：
‧ 所有的穆斯林女性都有機會結婚。
‧ 婚姻一般由關心兒女的父母或其他親戚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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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西方比較， 穆斯林的離婚率是非常低
的。 他們的婚姻是有保障的。

名聲。 在安排婚事時的關鍵問題是， 「他
或她是來自好的家庭嗎？」舊約聖經對名

‧ 家庭成為一個支持單位， 是現實艱難生
活的避難所。

譽的看法也是一樣。
西方的基督徒也認為， 成為一個有好

我個人多年來一直密切地觀察穆斯林

名聲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新約也繼續贊同
舊約的論點。

的家庭生活， 必須誠懇地說， 西方很少有
資格可以評論穆斯林的家庭生活。 就算是
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如美國， 國家的離婚率
卻高達百分之四十， 只能因著遠離聖經的
準則而羞愧地懺悔。
舊約聖經與穆斯林的家庭結構非常相
似。 經由安排的婚姻、 妻子要順服丈夫、
關係緊密的家庭， 以及延伸的關係特質，

身分
對穆斯林和舊約希伯來人的社會而
言， 身分多數是繼得而非獲取的。 它可以
來自所繼承的財富或產業， 有好名聲的家
庭或長輩。 我常為著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中
年穆斯林， 徵求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老父

與穆斯林的情況都非常相似。

親的意見而感到訝異。 父親因為家長和年
齡的緣故， 具有雙重的地位。

平安

在西方， 基督徒強調獲得的身分。 一
個人可以來自任何的背景， 最重要的是他

伊斯蘭對「平安」的觀念包括： 「安
好」、 「平安和健康」、 「今世及來世的

完成了什麼。 我的一位基督徒同伴是福特
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副總

平安」。 10 穆斯林用「祝你平安」（peace
be upon you）成為問候及告別語， 就好像

裁。 他不是天生就有這個身分， 他的身分
是辛勤努力工作而得的， 與他的家庭背景

舊約時代的猶太人。 當代的穆斯林則視平
安為和諧、 整合統整及生活的全部； 同時
視為內在及外在的， 也包含了過去、 現在
和未來。
西方的基督徒則嘗試將平安內在化使
藏在心底， 並將之歸類於屬靈的。 基督徒
對平安的看法， 就不如穆斯林那麼廣泛及
包羅萬象。

名譽
穆斯林生命中最大的悲劇， 就是看到
家庭的名譽受損。 這種羞辱會導致完整大
家庭結構的內部大亂。 這種傷害、 羞辱及
家族不名譽的延續， 會帶給下一代負面的

無關。

個人主義
穆斯林並不重視以自主的態度來面對
生命。 他從關係而非獨立中得到能力和保
障。 一致性比不一致有更崇高的社會價值。
在這個課題上， 哈里伯里安總結了阿
拉伯人的觀點： 「阿拉伯社會團結的特性
對於傳福音具有重要的意義。 它必須重新
被詮釋， 例如在這樣的社會， 個人的決定
是不被重視的。 在還未作任何相關的重要
決定時， 必須要先有團體的意見， 得到大
家一致的同意。 這就與西方社會相反， 決
定純粹是個人的。 在阿拉伯社會， 多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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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都是大家的。 」11
修伯內寫下了個人與他所屬團體的關

華是真神。
對穆斯林而言， 就算是在要走向世俗

係。 「做一些事來對付一個孟加拉人會引
起整個團體的敵意， 因為個人代表團體，

化社會的重大壓力之下， 安拉還是非常真
實的。 時下的政治事件表明了伊斯蘭民族

他必須被捍衛。 」12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麥克‧ 尤瑟福

要在宗教的教義和實施上更加的正統， 這
是回應西方在殖民時期所帶來的世俗主義

（Michael Youssef）的評語：

的抗議。 伊斯蘭律法與國家的榮譽， 是息
息相關的。

身為阿拉伯的基督徒， 我知道阿
拉伯人不喜歡被疏遠。 他們的整個生
活都有家庭、 朋友和同儕團體的環
繞。 所以當我們向他們強調個人化的
福音時， 我們其實是在他們面前設下
沒有必要的攔阻。 13
最後一點， 其實是最重要的。 一直到
現在， 西方人所採納的最普遍的傳福音形
式， 就是贏得個人歸向基督。 但這在群體
導向（group-oriented）的文化裡， 就會導
致個人從社會中被抽離， 而且常常是完全
的隔絕。 所以我們必須棄絕這個方法。 在
西方文化中， 個人主義是正面的， 這在傳
福音的形式是可以被接納的； 然而在穆斯
林民族卻是令人憎惡的。 所以我們必須探

改變
西方看待改變與進步是同時進行的。
改革對社會是好的。 「新面貌」帶來了與
之俱來的狀態。 其中一個最好的西方形容
詞是「動力」（dynamic）。 從衣服的花
邊到汽車的款式到早餐穀類食品， 改變和
多樣化是「跟得上潮流的」。
穆斯林在二十世紀陷入了身分的危機
中。 那些受過西方教育薰陶的穆斯林領袖
階層在草根階層， 造成了極強的張力。 在
另一方面， 持續的回歸七世紀古蘭經價值
體系的運動， 在廣大的穆斯林社會帶來了
一種平衡。 農村的穆斯林群眾再次放心地
得到保證， 他們所崇敬的傳統生活方式將

討新的方式， 讓群體可以同時來到基督面
前， 並保存這優良的彼此連繫的社會體

會繼續保留。

系。 總之， 我們必須欣賞及保存這一良好
及正面的社會特徵。

平等

世俗主義

猶太人知道他們的神是萬物的創造
者。 這給人類一定程度的尊嚴。 在神學層
面， 猶太人相信所有人是平等的。 但在實
踐上， 他們卻相當的歧視人。

在舊約時代， 常常有真神與假神之間
的矛盾（如巴力）。 這兩者都是宗教的勢
力。 這些超自然力量是非常真實存在的。

穆斯林驕傲地宣稱， 他們完全堅信大
家都是兄弟， 人人平等。 常見的例子就是

猶太人透過戰爭、 設定經濟條例及制定政
治合約， 更深刻地瞭解到這外在超自然的

在清真寺裡履行拜功的時候。 理論上， 在
鄉村裡， 可以見到一個乞丐在一個富人旁

能力。 虔誠的猶太人認清了以色列的耶和

邊一起祈禱。 然而， 我觀察到， 當拜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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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 不同社會與經濟階層的人之間往往
有很大的距離。 上層階級的人鄙視那些勞
工、 人力車夫以及清道夫。 從來沒有一位
有身分的人拿一分很有分量的文章走向大
街又去清理洗手間， 哪怕是自己家裡的。

效率
西方非常強調高效率生產。 在西方社
會， 生產線是高目標的實現。 他們以下
線、 透過火車裝運到全國的車輛數目來評
估遍布全國的分銷。 產量、 獲利、 廠牌的
知名度， 這些都是汽車製造商渴望達到的
目的。 我曾經看過一個一小時的特別電視
節目， 談到生產線上工人的個人生活中，
令人震驚的苦悶、 沮喪、 家庭壓力， 及最
終讓雇主承擔這一切的憎恨的情緒！然
而， 他們的確達到了「高效率」。
穆斯林就不注重效率。 他們是人際導
向（person-oriented）。 他們的生命比較關
注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上。 到目前為止， 在
穆斯林國家很少有生產線的工廠。
第五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Eugene Nida, Message and Mis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60), p. 50.
2. James P. Spradley and David W. McCurdy, Anthropolog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p. 465.
3. Robert Redfi 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86.
4. James Sire, The Universe Next Door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6), p. 17.
5. Charles H. Kraf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view Change”(Pasadena, Calif.:
School of World Mission,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6), p. 1.
6. Krikor (Greg) Haleblian,“World View and
Evangelization: A Case Study on Arab People”
(Th.M. thesi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9), pp. 79 – 81.
7. Lynn Silvernale,“Study of Bengali Culture” (u.
p. 1975), p. 18.
8. Haleblian,“World View,”p. 42.
9. Ibid., p. 55。
10. H. A. R. Gibb and J. H. Kramers, Shorter Encyclopedia of Isla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489.
11. Haleblian,“World View,”p. 12.
12. Silvernale,“Bengali Culture,”p. 4.
13. Michael A. Youssef,“The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Muslim Evangelism in Egypt” (M.A.
thesi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8), p.
80.

246

斳雓 伊斯蘭世界

問題討論
1. 西方的世界觀看待生活時，易將之劃分成不同的、獨立的部分。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社群，並採取不同的行為，端視我們是否在工作、在家，或在
教會。在東方的世界觀，則是將之結合一起，而不只是單一的生活。比起其他，
是否有更「合乎聖經」的生活方式？為什麼有，或為什麼沒有？

2. 基督徒所宣講的福音，為什麼有時候似乎與他們設法去接觸的穆斯林的生活脫節？

3. 你的生活在哪些方面沒有與你的信仰相結合？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Christine Mallouhi, Mini-Skirts, Mothers, and Muslims (Grand Rapids: Monarch Publications, 2004).
Edward J. Hoskins, A Muslim’s Heart (Colorado Springs: Dawson Media, 2003).
禱告： 為穆斯林特定的家庭成員禱告（母親、 父親、 姨媽等）。 倘若可能， 也請你的
家人為穆斯林這些家庭的成員禱告， 或是為與你家庭相類似的家庭禱告， 例如
你的家可以為和你有同樣多孩子的穆斯林家庭禱告。
飲食： 走訪一家中東、 印尼或非洲的餐廳， 點一道你從來沒有吃過的菜。 請餐廳服務
生告訴你， 這道菜什麼時候吃， 該怎樣吃； 是否為平時吃的家常菜， 或是專為
節日或家庭慶典而準備的菜？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六課

穆斯林信徒的靈性世界
思考問題
 穆斯林信徒如何試圖用靈界的力量解決他們的問題？
 身為基督徒

， 我們該如何用屬靈的世界影響屬世生活？
 福音為心靈懷恐懼的人提供了什麼？

課程目標
描述並分析如何把日常活動（在穆斯林的文化、 民族和靈性世界觀中所表現出來
的）， 引向符合聖經的包含屬靈領域的世界觀。 包括：
1. 夢境和異象； 有能力的地點和物體； 超自然存在和控制力量， 以及蘇非派禁欲
神祕主義（Sufism）。
2. 至高無上（真主超乎人類且不靠倚人類）與無處不在（真主與人類親密的接
觸）。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民間伊斯蘭教： 穆斯林通往超自然力量的途徑
民間伊斯蘭教中的異能
基礎閱讀： 民間穆斯林之間的權能會戰
神祕主義： 脫離律法

完整閱讀： 靈界： 空中的領域
民間伊斯蘭教中的惡眼、 精靈和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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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絕大多數穆斯林信徒的世界
觀中， 包含著對宇宙的理
解， 即有看不見的生命和力量影響
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一個穆斯林信
徒不太可能會問： 「是什麼讓我生
病？我怎樣才能好起來？」反倒會

徒中被接受並廣為流傳， 但其表現
方式卻各不相同。 傳統的伊斯蘭教

© Caleb Project

問： 「是誰讓我生病？為什麼？」
雖然這種對生活的解釋在穆斯林信

透過念珠計算禱告重複的遍數

無法滿足穆斯林信徒內心所需要
的， 也許就是在這種饑渴情況下，
大眾伊斯蘭（Popular Islam）應運而興。 又或許大眾伊斯蘭信仰是前伊斯蘭信仰、 泛靈
論（又稱「萬物有靈論」）信仰和印度教信仰的仿效。 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 多數穆
斯林信徒都試圖透過人類活動來影響真主和其他不可見的力量， 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穆斯林信徒並不是唯一持有這種世界觀的群體； 泛靈論者和其他民間宗教也同樣有相
似的世界觀為中心。

誤導性名稱
許多作家曾用具有誤導性的「民間伊
斯蘭教」（Folk Islam）這樣的字眼來描述
大眾伊斯蘭教。 「民間伊斯蘭教」這個名
稱暗示它主要的追隨者是鄉村或未受教育
的穆斯林信徒。 然而， 研究伊斯蘭文化的
人類學家和其他專家都儘量避免使用「民
間伊斯蘭教」這種說法。 大眾伊斯蘭教並
不僅僅侷限於鄉村或局部地區的地方習
俗； 而且幾乎伊斯蘭教的所有派別都包含
地區性或神祕的特點。 甚至連現代的、 受

過教育的、 城鎮的或有知識的穆斯林信徒
也篤信有關影響他們生命的超自然力量，
以及相關的治療方法。
基督徒而非穆斯林， 在描述這種習俗
方式時曾用「民間穆斯林教徒」、 泛靈論
者、 唯靈論者、 神祕學者或薩滿教派這樣
的說法。 但是正如上一課提過的， 從瞭解
並接近穆斯林信徒的角度而言， 種族淵源
和種族身分的概念， 及其相關本土民俗、
意義和民間信仰， 比任何「伊斯蘭」特性
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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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亞美尼亞

其他選擇

穆斯林信徒知道甚至淺涉靈性世界， 但是
他們並非泛靈論者， 也不是相信萬物有靈

比爾‧ 馬斯克（Bill Musk）把大眾伊
斯蘭教稱為「普通伊斯蘭教」（Ordinary

的人， 因為他們並沒有把各種靈奉為真
主。 不管穆斯林信徒再怎麼神祕， 他們也

Islam）。 雖然「普通」和「大眾」兩個詞
都準確地描繪出這些伊斯蘭教形式的本

還是一神論者。
伊斯蘭教中的神祕主義涵蓋大眾伊斯

質， 但是本課選錄的幾個作者還是繼續將
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統稱為「民間伊斯蘭

蘭教習俗的好幾個子系。 把所有這些大眾
化的代表當作是神祕主義的表現， 無法充

教」。 請注意， 他們對「民間」一詞的使
用融合了三個不同的概念： 泛靈論、 神祕
主義和伊斯蘭教的地方性特殊表現。

分解釋本課談及的一些做法。 此外， 如果
我們把習俗列入神祕事物類時， 我們可能

泛靈論也許是個錯誤的稱謂， 因為這
使之成為一種靈界崇拜的宗教。 雖然許多

信」的標記， 斷定它們是天真、 輕信的人
所信奉的荒謬、 不合邏輯、 反理智的信仰。

會在潛意識中錯誤地給它們加上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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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的二分法
有人把大眾伊斯蘭教形容作非正式、
不正統， 或「粗俗」的伊斯蘭教。 然而卻

譬如說古蘭經和聖訓都支援使用護身符。
如此看來， 咒符和辟邪物到底屬於「大
眾」還是「正統」伊斯蘭教的範疇？再

有許多積極參與靈性世界的穆斯林信徒也

說， 誰來決定哪些伊斯蘭教模式屬於 「大
眾」派， 哪些屬於「傳統」派？

遵循伊斯蘭教所有的正式規定。 當然， 許
多穆斯林信徒已經使伊斯蘭教順應了自身

總括來說， 穆斯林信徒正尋求靈性世
界與真主的聯繫。 在伊斯蘭神學中， 真主

的文化和需求， 表現出「大眾」形式和正
統伊斯蘭教間的明顯區別。 但是「正統」

是至高無上的： 他遙不可及且不參與人類
活動。 但是我們被造的時候， 就被賦予了

和「大眾」一分為二的說法， 已經不再被
人類學領域或伊斯蘭教研究項目所接受。

內心對與我們的創造者有親密關係的渴
求。 這種與生俱來的與真主聯繫的核心需

歐亞大陸民族
雖然大多數歐亞大陸民族信奉基督教， 但是一百卅六個穆斯林族群中， 就有一千八百
五十萬人是穆斯林， 其中最龐大的是波斯尼亞人、 阿爾巴尼亞人和白種人。 位於黑海和里
海之間的北高加索地區由七個俄羅斯共和國組成， 居住著格魯吉亞、 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
人。 許多高加索民族和西伯利亞民族在俄羅斯的征服、 種族滅絕和史達林政權的驅逐下流
失了半數人口。 該地區所有穆斯林人民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由於共產黨的壓迫、 文化控制和
俄羅斯東正教的強制推行下飽受痛苦。 絕大多數為穆斯林的北高加索各族人民， 長期以來
一直不滿於俄羅斯的統治。
車臣人民是土生土長的歐亞大陸民族， 他們是山區的牧人和農民， 數千年來一直居住
在高加索地區。 他們是遜尼派（Sunni）穆斯林信徒， 信奉蘇非教派的神祕主義， 使用獨
特的高加索語言。 車臣社會傳統以來就是以氏族部落為中心， 有一百五十萬人， 大部分都
是農村人口。
1991 年， 車臣分離主義運動宣佈車臣獨立， 引發了 20 世紀 90 年代車臣共和國與俄羅
斯之間的戰爭。 1996 年俄羅斯撤軍， 正式結束了這場戰爭。 但是俄羅斯在 1999 年再度控
制車臣， 使得爭奪車臣的暴力衝突再次爆發。 2009 年， 俄羅斯宣布結束在其地區的「反恐
行動」。 在這場衝突中， 超過一萬車臣人民喪生， 截至 2013 年， 歐洲人權法院已發出二
百一十件有關在車臣侵犯人權的行為之判決； 截至 2010 年， 仍有 10 萬名來自車臣的俄羅
斯境外之難民來到周邊各省或其他共和國。
摘自： www.joshuaproject.net, www.peopleteams.org, www.tconl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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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是大眾伊斯蘭教的一股推動力。 此
外， 許多穆斯林信徒相當懼怕如疾病、 死
亡、 嫉妒、 背信、 貧困等影響他們日常生
活的壓力。 他們堅定不移地尋找著超自然
的影響力， 以對抗這些力量。 所以瞭解穆
斯林信徒心中的畏懼和他們生命中的靈界
力量， 對於接近他們可說是至關重要。

符合聖經的世界觀

足輕重， 也忽視了一切的屬靈恩賜（講道
除外）。 還好有許多基督徒已經重新回到
聖經中， 並恢復了聖經對真實且運行中的
屬靈世界的世界觀。

真實的仇敵，大能的武器
本課將對我們有關什麼是真實的這樣
的想法提出疑問。 我們一直以來的思路是
什麼？我們是否一直生活在片面、 不完整

如果說找到一個恰當鑒別這種伊斯蘭

的聖經世界觀中？基督的死和復活不僅救

信仰體系的名稱是一大困難， 那麼另一個
困難就是我們模糊的世界觀。 西方基督徒

我們脫離罪惡， 除去我們的羞恥， 而且也
敗壞了黑暗的權勢， 使我們進入屬天的國

需要重新認識聖經所描述的對宇宙的理解
包括不可見的靈界力量和靈體（哥林

度， 並以基督的大能裝備我們。
倘若我們僅從自己的文化角度來瞭解

多後書十 3-5； 以弗所書六 12）。 也許我
們並沒有採用泛靈論的伎倆來操縱神， 以

穆斯林， 那麼也許就不會注意到大眾伊斯
蘭教宇宙學的蹟象。 另外， 為了要融入穆

滿足我們的需要； 但是我們是否將萬事帶
到神的面前？我們是否在屬靈、 情感、 思

斯林朋友的真實世界觀， 也許首先應讓他
們明白， 我們相信宇宙中充滿影響生命的

想和身體上， 都表現出完全仰賴祂對我們
生命的超然至高的掌管？到處都有穆斯林
經常造訪算命者和其他

力量和個體之世界的存在； 也要讓他們明
白， 我們也會面臨那無處不在的邪惡。 我
們相信仇敵撒但（穆斯林也稱撒但， shay-

「靈界媒介」的一個原因， 是這樣的舉動
表明了人們的需求， 看起來並沒有在其他

tan）的存在， 牠極有能力並且掌握著許多
善於欺騙、 迫害、 利用和誘惑的鬼魔。 在

宗教經歷中得到滿足。 另外一個原因是有
罪的人類選擇起而行動， 而非祈求、 信靠

早期的教會中， 驅魔是他們在浸禮中的一
道正常儀式， 而棄絕撒但則是聖餐儀式的

或等待他們所信仰的掌權者。
基督徒遺憾的失敗之一是， 即使他們

內容之一。 以聖經為依據的基督教採用攻
守並用的神學來應對靈界。 奉耶穌的名為

聲稱信服聖經的權柄， 但卻不接受或不瞭
解聖經所描述的聖靈和靈界力量。 邪術、

我們的穆斯林朋友禱告具有超自然的力

信徒和基督徒

1

女巫、 神蹟、 魔鬼、 夢境和類似的東西，
被認為是不文明時期遺留下來的老舊觀
念， 與他們的行為毫不相關； 有些人甚至
離譜到認為聖經記載的諸如此類的力量和
人物「純屬」故事， 而非史實。 其他人則
視超自然世界的真實力量和禱告的力量無

量， 有豐盛的巴拉卡（baraka）， 就是屬
靈的福氣。 如果至今我們還不明白自己的
職責、 權利或是與教會的夥伴關係， 那麼
我們實在需要好好護衛自己。
我們也許尚未使用過屬靈的武器
祈求耶穌基督運用祂的權柄來拯救或醫治
人、 行神蹟， 或是透過夢境和異象來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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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但這些卻是讓大部分穆斯林歸入基
督的經歷。 或我們可能沒有用過自我防護

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以弗
所書六 18-20）

性的禱告， 例如， 當我們在與人接觸的時
候， 進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或是接到東西

─K.S.， 編者

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樣禱告。 然而， 聖經
的勸導是叫人必須遵守的：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 使我得著口
才， 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我
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鏈的使者）， 並

進深閱讀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www.wclbooks.com
章節附註
1. 世界上的許多文化， 多已融合了基督教文
化。

民間伊斯蘭教：穆斯林通往超自然力量的途徑
穆斯林事工中心（The Center for Ministry to Muslims）
雖然穆斯林承認真主的偉大， 但卻
有許多人生活在對邪靈的恐懼中。
他們的宗教教導他們只有一神存在， 真主
與人之間沒有任何中保。 然而， 不計其數
的穆斯林信徒卻在尋找著可以控制各種神
奇力量的人。
古蘭經上說真主比頸靜脈更近； 然而
他卻似乎如此遙不可及。 虔誠的穆斯林每
天都要重複念誦許多次「奉至仁至慈的真
主 之 名」（Bismillah al-Rahman al-Ra-

之力量。
世人無論是富有還是貧窮， 無論是深
於世故還是目不識丁， 面對人類常見的無
法解決的問題時常感到無力和絕望。 絕望
和無助使人們不顧一切地欲找到超自然的
力量。 穆斯林信徒當中的這種現象， 通常
被稱作民間伊斯蘭教。

何謂民間伊斯蘭教？
民間伊斯蘭教是一個粗略且籠統的說

him）。 他們迫切地希望真主充滿仁慈和
憐愛， 但卻有無數穆斯林信徒害怕真主那

法， 它是指正規或正統的伊斯蘭教行為，
與古老的、 泛靈論的行為相融合的產物。

無法預知的行為。 世界上的伊斯蘭教徒以
「願你平安」（As-salaam alaikum）來彼

泛靈論信奉萬物都有靈或魂， 萬物在某個
程度上都有生命。 人們試圖透過邪術或儀

此問候。 他們大談平安， 但是沒有耶穌，
靈魂是無法安息的。 無力量之人需要超然

式來左右這些靈魂， 使它們的超自然力量
為人類服務。 這些活動包括迎合這些靈

改編自「穆斯林事工中心」的〈民間伊斯蘭教： 穆斯林通往超自然力量的途徑〉（Folk Islam: The Muslim’s Path to
Supernatural Power）一文， 刊登在《代禱季刊》（Intercede）第 18 季第 5 期（2002 年 9 月至 2002 年 10 月）， 第
1， 4-5 頁。 蒙允使用。 www.cmmequ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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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為自己祈福， 或詛咒自己的敵人。
正統的或「理想的」伊斯蘭教就好像

到一切都會沒事這樣給她希望的話。 埃伊
沙不顧一切地讓人把附近那位算命的找

購物中心一樣， 由整齊有序的店鋪所組
成， 色彩繽紛且清晰標明的商店名錄（附

來， 這位算命的是個老婦人， 居然曉得埃
伊沙的內心所想以及她的將來。

有電話號碼、 既定模式、 價格和清單）。
民間伊斯蘭教好比公開的市場； 一個未經
認真準備便倉促建立起來的不固定且隨意

法蒂瑪（Fatima）是埃伊沙的鄰居，
也是她的朋友。 她結婚已經有六年之久，

發展的迷宮， 隨著需要的出現而發展。
實際上， 從拒絕一切邪術之嚴謹的正

但卻無法懷孕。 她感到萬分的恥辱， 因為
這都是她的錯。 法蒂瑪一直都在忠實地禱
告並且定期到一位聖人的墳前作特殊的祈

統派穆斯林， 到向來公開參與邪術行為的
穆斯林， 類別相當廣泛。 處在這兩種極端

禱。 她相信聖陵是能力之所， 但她卻仍舊
不能生育。 她很孤獨並感到六神無主。

之間的， 大概就是多數派， 他們在危急時
刻暗地裡拜訪巫師或是偷偷地用護身符保

這時候她聽說自己的社區住著一位神

平安。 大多數穆斯林信徒的真實生活與
「眾所周知」的伊斯蘭教大相逕庭。
民間伊斯蘭教是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
教派

並不注重死後的生命， 而是侷限
於解決此時此刻面臨的日常問題。 由於種
種的苦難對於各處的人而言猶如家常便
飯， 大多數穆斯林都參與某些邪術活動，
目的是要尋找超自然的解決方法。 民間伊
斯蘭教就是在人類無能為力， 需要借助力
量來戰勝生活中的難題的情況下產生的。
假若伊斯蘭教的屬靈泉源能夠解除穆斯林
信徒的乾渴並滿足他們內心的需要， 那麼
他們也不會有泛靈論的舉動。

民間伊斯蘭信徒的經歷
我們來看看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普遍經歷， 以及他們尋求超自然力量以
解決自身問題的經歷。

人， 他是位活聖人， 掌握著超自然的力
量。 雖然他並沒有多少宗教知識， 但是朋
友們都說他是蒙了能夠解決問題的巴拉卡
（baraka， 特殊祝福）或能力之人。 法蒂
瑪聽說這人已經奇蹟般地用他那「正面的
心靈力量」（positive spiritual force）幫助
許多人， 便拿了家裡的家用去找這位能行
奇蹟的人， 親吻他的手並淚如雨下地向他
訴說自己的苦惱。
而撒米拉（Samira）則從另外一位能
人那裡獲得護身符， 避開了妒忌的鄰居的
「惡眼」。 撒米拉終日戰戰兢兢， 害怕有
人咒詛她和她剛出生的兒子。
撒依達（Saida）最害怕的事之一， 是
她丈夫對自己的不忠。 她知道自己不能整
天在他身邊監視他， 因此， 她把自己的尿
液放在丈夫的茶裡。 她希望這特別蒙了保
佑的神通廣大的「春藥飲劑」能發揮法

埃伊沙（Aisha）第一個孩子出生的日

力， 讓丈夫忠於自己。
達伍德（Daoud）畢業於當地一所很

子快到了。 突然， 她莫名其妙地感到某個
地方出了嚴重問題。 她深信自己的孩子會

有名望的大學， 並獲得了法律學位， 是高
等法院受人敬重的法官。 他的長子阿邁德

在分娩的時候夭折， 她嚇呆了。 她渴望聽

（Ahmed）發育不良， 不會說話。 小阿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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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和巫術
雖然大眾伊斯蘭教滲透在穆斯林世界的所有地區和社會階層， 但最信奉者皆很少接觸
正式伊斯蘭教導的人， 這些人包括住在農村地區的人， 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和婦女。 婦女去
清真寺的權力有諸多限制， 很少有婦女受過古蘭經方面的教導。 因此， 當她們已然遠離了
正統信仰的時候， 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點； 當她們遵循著從她們祖母而來的民間信仰的
時候， 她們認為自己是好的穆斯林。 1 儘管有些富有的和受過教育的婦女會抵制一切形式
的祕術法力， 但大多數穆斯林婦女仍是公開大膽地奉行萬物有靈論， 或是在陷入絕望的時
候訴諸於這些做法。 2
一般來說， 是因為穆斯林婦女的參與， 才使這種信仰和實踐體系歷久不衰。 一個受過
教育的男人在看到妻子在女兒的衣服上， 小心翼翼地別上符咒的時候， 往往會嘲笑大眾伊
斯蘭教如此迷信。 父親們帶著兒子去清真寺， 教他們怎麼禮拜禱告； 而母親們給她們的孩
子灌輸的全是神靈鬼怪、 惡眼的故事， 並向他們展示如何抵禦邪惡力量以自我保護。 如
此， 透過示範和故事， 而不是透過正式教育， 婦女便將大眾伊斯蘭教的信仰傳遞給了下一
代。
雖然男人們要在正統伊斯蘭教裡取得領導地位，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許多婦女證明
了她們卻是大眾伊斯蘭教強有力的奉行者， 並被賦予巨大的權柄、 得到社會上之人們的尊
重， 有時甚至是敬畏。 她們可以是年事已高的人， 或是女按摩師、 算命者、 接生婆、 3 驅
魔者、 巫師、 洗屍者和女學者。 4 這些受歡迎的婦女在婦女修行大眾伊斯蘭教的宗教生活
和世俗生活中， 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能提供不孕不育、 保護未出生兒和臨產服務的巫
師， 通常在人們的生活中必不可少。 大部分農村的婦女認為， 她們若是不遵照這些指示，
就不可能生出健康的新生兒。

5

1. Bill Musk, The Unseen Face of Islam, rev. new ed. (London: Monarch Books, 2003 ), p. 182
2.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Church Planting among Folk Muslims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 24.
3. Ibid., p29.
4. Musk, Unseen Face, pp. 108-109.
5. Julia Colgate, “Muslim Women and the Occult: Seeing Jesus Set the Captives Free,” Ministry to Muslim
Women" Longing to Call Them Sisters, ed. Fran Love and Jeleta Eckheart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 41.
摘自： Amy Bennett, www.chris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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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情況， 白天佔據了達伍德的心思； 到
了晚上和週末， 又耗費他的時間和精力。
在工作上， 達伍德有權力在錯綜複雜的犯
罪案件中作出艱難的裁決， 但在家裡卻因

騷亂。 因為睡眠不足， 他的性情變得十分
暴躁， 也很難與人共事。 他一直都無法專
注於銀行會計的工作。 在見過一位神人之

為無法找到治療自己愛子的方法而束手無

後， 穆薩在手腕戴著一條白線， 並且晚上
睡覺時還在枕頭下壓著一個護身符。

策。 他感到很羞愧， 因為自己那六歲的兒
子在智力上甚至還沒有達到學齡階段的水

埃伊莎、 法蒂瑪、 達伍德以及上述的
其他人， 只是全球穆斯林的代表人物。 他

準。 達伍德偷偷地去拜訪一位酋長。 他是
位備受尊敬的學者， 曾去過麥加朝覲， 在

們相信超自然力量、 帶有這種力量的人和
物、 帶有能力的地方、 有神力的時刻和發

講授伊斯蘭教的偉大傳統時口若懸河。 這
位屬靈領袖在解釋完許多玄理後給達伍德

揮力量的儀式等。 也許這些人來自不同的
民族和社會背景， 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一些指點， 其中包括在特定的日子禁食、
作特別的祈禱以及背誦古蘭經中的某些經

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他們意識到自己
對超自然力量的需要， 並且去尋求那些被

文。 接著， 他把一張折疊的紙遞給達伍
德， 紙上抄著精心摘選的古蘭經經文。 達

認為是通靈的人。

伍德把紙裝進一個皮革小口袋裡。 阿邁德
必須把這具有法力的護身符戴在身上。 不
過， 如果達伍德真的想看到愛子康復， 就
必須要立誓， 並殺死一隻動物為祭。

提供解決之道：基督的福音
這就是一般穆斯林的靈性世界。 不過
這種現象卻是向穆斯林呈現基督福音的好

年輕的阿札瑪（Azmat）多年來一直

背景。 一位耶穌的跟隨者向撒米拉一再保
證， 如果神的眼睛在看著她， 那麼她就沒

都夢想成為一名傑出的設計師。 他想像著
看到自己設計出華麗的房子和實用的辦公

有必要擔心「惡眼」的事， 她這麼做真是
再合適不過了。

大樓。 但是他知道， 如果自己沒能通過期
終考試， 這些夢想都不能實現。

有些人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甚至已經
放棄了所有復原的希望。 也許你有一位生

阿札瑪拜訪了一位神人， 他是位很有
能力的人， 是燒香祈禱的。 阿札瑪被告知
要在夜半時分用浸泡七種花的水沐浴； 並
且在沐浴的時候， 不斷地念著他要應考的

活中充滿著不愉快， 甚至是絕望的穆斯林
朋友， 或你的朋友為過去的事感到焦慮不
安。 他們可能會問自己： 「難道這真是生
活的目的嗎？真主造了我們， 然後讓我們

學校校長的名字。 只要按照這個方法去
做， 就能保證他在這個關鍵的考試中取得

生活在焦慮、 絕望和對邪靈的恐懼中嗎？
沒有得到釋放、 沒有內心平安的希望， 這

好成績。
穆薩（Musa）總是作同一個惡夢。 經

就是人類的命運嗎？這就是 al-Rahman al-

常在驚醒的時候驚顫不已。 他相信是精靈
在攪擾他， 對他的生活造成這樣的恐懼。

Rahim， 那至仁、 至慈者的意圖嗎？」答
案當然是： 不。 受聖靈膏抹的耶穌的信徒
們有他們的穆斯林朋友致力追求的答案，

他深信靈性世界中的神靈之間發生了重大

因為終極的力量在耶穌基督裡。 古蘭經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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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一 個 特 別 的 稱 謂： 麥 西 哈（彌 賽
亞）， 但卻沒有對祂作為受膏者的意義作
任何解釋。 我們的穆斯林朋友聽到的訊息
必須是「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
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
行善事， 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

© Caleb Project

與他同在。 」（使徒行傳十 38）
以上所描述一些人的事例， 說明了穆
斯林信徒渴望有真實長久的解決生活中實際
存在之問題的方法。 為了牽制邪惡力量， 他
們透過中間人尋求的巴拉卡（解決問題的力
量）是虛幻的， 具欺騙性而且是暫時的。
耶穌所領受並傳給祂的跟隨者的恩
膏， 才是人們今天所追求、 能滿足他們如
饑似渴的靈魂之需求的真正靈丹妙藥。 透
過耶穌， 穆斯林可以在動盪不安、 不友善
的世界中找到平安。 穆斯林信徒正尋找一
個媒介， 一個可以與真主交流的人。 他們
必須得明白， 聖靈保惠師今天仍在做工。

防範「惡眼」的護身符

我們是否要作神的器皿， 以展現出真正
的、 聖經所記載的巴拉卡
聖靈的恩膏？
進深閱讀
Bill Musk, The Unseen Face of Islam, rev. new ed.
(London: Monarch Books, 2003).

「我在夢裡見到祂了」
索卡特（Sokrat）從惡夢中驚醒， 渾身冒著冷汗。 他夢見撒但（Shaytan）要來取他的
靈魂。 接著， 他看見魔鬼和他之間有一把噴著火焰的劍。 一個聲音彷彿從劍中發出： 「索
卡特， 我是爾薩（Isa， 即耶穌）。 如果你相信我， 我就有能力救你。 」
索卡特是維吾爾族人（在中國境內之大的穆斯林群體之一）。 他還沒有想好要如何回
應他的夢。 索卡特要接受耶穌的權柄來拯救他嗎？他是否會敞開心扉以更瞭解夢裡的這個
人呢？
儘管在索卡特所居住的地方， 多數基督徒都強調聖經教導和品格的培育重於情感經
歷， 但他們知道神正在以超自然的方式做工。 許多歸主的穆斯林信徒告訴向他們分享福音
的基督徒說， 他們是在夢裡認識真理的。 我們祈求神的靈繼續借著夢境和神的使者們向維
吾爾族人， 以及世界上其他的穆斯林說話。
摘自： The Uyghurs of Central Asia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2003), p. 26.

第六課 穆斯林信徒的靈性世界 257

民間伊斯蘭教中的異能
德利‧ 伍德伯里（J. Dudley Woodberry）
耶穌曾生活在一個充滿邪惡力量的
世界， 類似於我們看到的民間伊斯
蘭教的世界。 祂需要去趕除這個世界所存

第二條， 耶穌為自己預備好道路。 這
段經文繼續說到主差遣他們在祂前面， 往
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第 1 節）。

在的邪靈（路加福音九 37-43）。 有個患
了血漏病的婦女把耶穌的衣角當作超能物

教會的每個主要發展都有一個準備時期、
一個傳道前期。 印納亞（Inayat）在巴基

（路加福音八 41-56）； 稱作畢士大的池
子是一個蘊有超能力的地方， 當池裡的水

斯坦有很有成效的權能事工。 他發現， 醫
治和救恩往往是在有了教導的預備後才逐

被攪動的時候， 就是超能力運行的時刻
（約翰福音五 1-47）； 用油塗抹病人（馬
可福音六 13）或透過禱告和斥責來趕鬼

漸出現的。 1
第三條， 耶穌會在面臨屬靈爭戰時祈

（馬可福音九 14-29）， 可以被看成運用
超能力的儀式。 我們的主本身就是一個有
超能力的人（路加福音五 17-26）。

耶穌的方法

求來自神的幫助。 祂繼續說： 「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出去。 」（2 節）南亞地區最
有成效的民間穆斯林信徒之權能事奉是團
隊事工。 一個團隊便由來自「兄弟會」、
「羅馬天主教」、 「五旬節派」和「聖公
會」背景的十五個信徒組成。 2 這是一場
屬靈爭戰， 所以禱告非常重要。 另外有個

路加福音第十章中說， 耶穌差遣門徒
進行權能事奉， 這表明祂所要做的類似民
間伊斯蘭教所做的。 從祂的事例中， 我們

國家發生洪災， 河堤受損， 一個赤身露體
的精神病患找來五對基督徒夫婦， 請他們

可以約略整理出權能事奉的十三個原則。
我們首先看到的第一條原則是兩人同

禱告， 使河岸不再被水沖蝕。 他們蹚入河
裡， 在村民的觀看與嘲笑下， 從上午八點

工。 我們讀到主「兩個兩個地」差遣他們
出去（1 節）。 雖然祂起初獨自面對仇

半一直禱告到中午。 後來， 風向改變， 水
止住了， 河堤也不流蝕了。 兩個村民接受

敵， 但卻創立了同工的方法。
我們面臨的勢力是真實存在的， 這就

了基督， 而其他人仍舊指指點點著河堤受
損的地方。

要求我們要有辨別力。 南亞地區民間伊斯
蘭信徒中最重要的工作， 已經在每個村子

第四條， 耶穌在十字架上以弱者的身
分進行能力會戰。 基督說： 「我差你們出

裡都設立一對夫婦來共同服事。

去， 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3 節）我們

伍德伯里對穆斯林的愛， 和對他們的信仰及文化的瞭解， 長久以來為人們所公認。 他曾在黎巴嫩、 巴基斯坦、 阿
富汗和沙烏地阿拉伯服事過。
改編自彼得‧ 魏格納（C. Peter Wagner）所編著的《與黑暗天使抗爭》（Wrestling with Dark Angels）中伍德伯里所
寫的〈權能事奉與民間穆斯林信徒〉（The Relevance of Power Ministries for Folk Muslims）一文， （Ventura, Calif.:
Regal Books, 1990）， 第 321-331 頁。 經允許使用。 本文所摘錄的聖經經文除非另有標示， 多引用自和合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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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在十字架上戰勝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以弗所書六 12）， 並且我們將「與基督
一同受苦」（彼得前書四 13）。 近幾年，

主要的擴展時， 更為超凡的神蹟和奇事便
會更集中出現。

一個南亞國家的一位穆斯林領袖信了基

第六條， 耶穌將焦點放在願接待他們
的人， 但仍為不願者作見證。 耶穌繼續告

督。 暴動的民眾便聚集在一起要殺他。 於
是他向神禱告， 頓時有人喊著說有人負了

訴門徒： 「無論進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
們， ……要醫治……說……神的國臨近你

重傷， 人群於是散開， 奔向傷者的家。
第五條， 耶穌會根據時間和情況的不

們了。 」反之， 他們要在離開不接待他們
的城的時候說「神的國臨近了」（路加福

同而改變自己的方式。 耶穌的吩咐包括：
「不要帶錢囊」（路加福音十 4）， 但是

音十 8-11）。 目前， 民間穆斯林信徒要比
正統的信徒更容易接受福音， 這表示我們

門徒在別處經文中卻被告知要帶著錢囊，
還要買刀（路加福音廿二 35-36）。 我們

應該關注前者， 但同時也要給其他人作見
證。

可以看出這樣的歷史循環， 即在教會經歷

第七條， 耶穌致力於整體事工， 施行

另一個力量之源
戴爾‧ 法格隆德（Dale Fagerland）
博酷（Bokoum）在四、 五十年前（沒有人真正知道究竟多少年）出生在西非的馬里
（Mali）。 博酷的穆斯林父母從一個啟示或夢中得知， 他們的兒子長大後會是個非常邪惡
的人。 因此， 他的父母親在博酷還是個嬰兒時， 就把他的一隻眼睛給挖掉了。 他們自忖，
如果他有殘缺， 也許就不會太壞了。 父母的擔憂一定使他們粗暴地對待博酷， 博酷長大後
果真是個壞人。 他長得高大結實， 而且經常使用暴力。
後來， 他去到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的首府吉博（Djibo）。 他在那裡霸佔一條
往市場的路， 坐等受害人送上門來。 一次， 他攻擊了幾個人， 毆打他們並搶奪了他們的財
物後， 又把他們丟在路上自生自滅。 他是當地最令人聞之喪膽的罪犯。
每次在博酷滋事之後， 員警都想把他捉拿歸案。 要捉拿並制伏他得需要十個或十二個
男人合力才行。 他們不得不替他抽血使他虛弱， 然後再把他關進監獄。 但是一旦他的血液
恢復， 他的力氣也恢復時， 他便越獄而逃， 並策劃新的案件。
博酷相信護身符和神物會賜予他力量。 他從九十七座不同的山上收集了一種卵石， 並
請一個穆斯林屬靈領袖祝福這些卵石。 他認為這樣就能使他擁有勝過諸山全地的力量。 然
而， 隨著時間的推移， 博酷逐漸意識到另外一種力量泉源的存在。 我和我的妻子在吉博與
一個小規模的基督徒團體共事。 當博酷聽說我們正在建一所教堂時， 他滿心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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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 宣講神的法則， 並且彰顯和宣講醫
治也是神國的一個標誌。 門徒所受到的指

頓， 他們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
了。 」（13 節）如我們主所在的日子那

示是「醫治病人」並宣告神國臨近的消息

樣， 兩者的反應都可能會出現。 南亞一個
地方有數百人成了基督徒， 而也有一群數

（9 節）， 他們回來時還報告說連鬼也服
了他們（17 節）。 在南亞， 民間大夫們診
斷說一個三歲小女孩的生命恐怕拖不過幾
個小時。 一對基督徒夫婦為她禱告後， 她
痊癒了。 四個大夫因此信了基督。 在接下
來的幾個月裡， 村民們都聽到了福音的教

萬人的民眾帶著汽油說要殺死一位歸信
者。 在聽完當地一位也已成為耶穌的跟隨
者的伊瑪目的講道之後， 他們的怒氣才
消。 這位伊瑪目讓所有人都平靜下來， 但
有兩人除外， 他們痛得在地上打滾， 不得

導， 於是另外的九個人也相信了。 後來的
能力彰顯和宣講使得該地區的信徒迅速增

不送往醫院。 這個消息， 又使兩百人跟隨
了基督。

加到數千人。
第八條， 耶穌指出， 權能事奉可以使
人相信， 但也會有人不接受。 不作回應的

第九條， 耶穌指出， 世界觀需要擴
大， 應該包括屬靈氣的世界和裡面的爭
戰。 門徒回來報告說： 「因你的名， 就是
鬼也服了我們。 」耶穌回答說： 「我曾看

人聽到這樣的話： 「你有禍了！……因為
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和西

見 撒 但 從 天 上 墜 落， 像 閃 電 一 樣。 」

他來到工地上與志願建房的基督徒們聊起天來。 神已經開始在他心裡動工， 他對待教
會的人並不像對待別人那樣粗暴。 實際上， 他開始與他們熱絡了。
要蓋房子， 我們得徒手和水泥， 還要用模子把磚頭一塊一塊做出來。 博酷想幫忙， 我
們便很樂意地聘用了他。 他一個人可以做四個人的工作。 在工作中， 基督徒們邊工作邊對
博酷傳講救恩的事。 後來， 吉姆‧ 博楊特（Jim Bryant）和他家人加入到我們在吉博的事
工中。 因為我已經在那裡住了好幾年， 所以吉姆問我是否知道有人願意擔任他們家的夜間
保全。
「有， 」我回答道： 「我知道有個人比德國牧羊犬、 杜賓犬或比特犬都更能勝任。 」
吉姆聘請了博酷作他們家的夜間保全， 吉姆一家人也繼續對他傳講有關救恩的事。 他們解
釋說， 神要改變他的生命。 博酷也逐漸認識到他需要這種改變， 最後， 吉姆一家人帶領他
信了主。 博酷的生命馬上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他把那些神物燒掉了。 今天， 別人絕對想
不到他曾經是令人聞風喪膽的罪犯。 現在， 他已經有了妻子和家庭， 他還向每個人， 甚至
是穆斯林領袖分享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 他知道， 真正的力量不是來自神物和拳頭， 而
是來自神的靈。
摘自： 《代禱季刊》（Intercede）第 17 季， 第 1 期（2001 年 1 月至 2 月）， 第 5 頁。 蒙允使用。
www.cmmequ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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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術的種類
信仰民間伊斯蘭教的人透過四種邪術來尋求超自然力量：
邪術的種類

說明

事例

產生特定結果性

尋求祝福和成功

拜訪術士

保護性

尋求保護， 使其免受所懼怕的 用護身符、 咒符或有法力的藥
事物或帶來病痛的事物的傷害 水得到保護

破壞性

報復和尋求傷害他們的敵人的
給某人或物下咒詛
方法

占卜性

尋求對未來或隱藏之事物的瞭
詢問算命師
解

改編自：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17-18 節）大部分西方人的世界觀在這
一點上的忽視， 正是保羅‧ 希伯特（Paul
Hiebert）所稱的「排除中間觀點的缺失」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3

有潛在危害的東西和勢力所駕馭， 而是由
一位人性化、 慈愛的父所掌管。 耶穌稱神
為： 「父啊， 天地的主。 」（21 節）前文
對民間伊斯蘭教的分析， 已證明了民間穆

第十條， 耶穌已經、 並且還要繼續在
世界和屬靈國度賜下權柄。 祂已賜給門徒

斯林信徒乃然活在恐懼中。
最後， 耶穌論定， 要瞭解這些屬靈的

權柄， 戰勝了「蛇和蠍子， 又勝過仇敵一
切的能力」（19 節）。 前面講到一件事，

事實， 單純的相信與願受教導， 遠比學問
重要得多。 基督的禱告說明了神已「將這

基督徒們為洪水和破堤禱告， 這說明了神
回應有關世界方面的禱告。 受邪靈攪擾的

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
出來」（21 節）。 我們當中許多在學術界

基督徒需要學習的一個功課是， 他們要知
道自己有權柄命令這些邪靈離開。

和在國外的宣教士， 必須從我們所服事的
普通人身上學習有關靈界和屬靈爭戰的事

第十一條， 祂看重佈道過於趕鬼。 祂
警戒門徒：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

情。 棣立德（Richard DeRidder）注意到，
他在傳統改革宗神學理論上的正統訓練，

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20
節）一些從事趕鬼事工的人會發現， 這個

使他在面對他所服事的人們的靈性世界

事工佔用的時間過多， 致使其他事工（例
如佈道）無法正常開展。
第十二條， 耶穌彰顯出宇宙不是由具

時， 是多麼的不成熟。 他得出結論： 「這
只是改革宗神學理論的一個篇章， 還沒有
被記錄下來， 也可能是西方社會無法記錄
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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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方法

第三條， 神將藉著保羅來施行神蹟，
但神才是成就這任務的人。 聖經上說： 神

正如使徒行傳十九章所描述的， 保羅
時代的以弗所存在著民間伊斯蘭教舊有的

藉保羅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意即不
是普通的， 即超能的事情）。 」（使徒行

主 要 成 分。 當 時 有 邪 靈 的 力 量（11-20

傳十九 11）反之， 民間穆斯林卻往往將人

節）， 有 亞 底 米 神 銀 龕 中 的 神 物（24
節）， 有 從 丟 斯 那 裡 掉 下 來 的 像（35

當作是顯大能的工具。
第四條， 「非常的」一詞提醒我們，

節）， 一塊像麥加天房裡的黑石那樣的隕
石。 以弗所還有一個聖地， 就是亞底米的

神也以普通的方式做工。 所以我們可能會
注意到， 神也在普通的事上使用保羅。 我

廟（27 節）， 在記念女神的慶祝過程是發

們要記住， 行神蹟奇事的神， 也是透過自
然律來成就萬事的神。 例如， 祂透過藥物

揮神力的時間。 還有趕鬼的猶太人所進行
的儀式， 他們擅自假借主耶穌的名（13
節）。 還有那些行邪術的所進行的儀式
（18-19 節）。 從保羅針對以弗所人所說
的話和所做的事中， 我們可以推斷出他會
對民間穆斯林信徒使用的十五條原則。
第一條， 他權能與講道結合。 在以弗
所， 保羅「進會堂， 放膽講道， 一連三個
月， 辯論神國的事， 勸化眾人」。 接著，

來醫治。 甚至是承受不變的痛苦之恩賜，
也是神的工。
第五條， 神也許會使物品帶著能力，
但這能力是神的能力， 而不是這個物品
的。 「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
身上， 病就退了， 惡鬼也出去了」（12
節）。 耶穌用唾液使瞎眼的得看見， 埃及
一位科普特東正教會的牧師也把自己的唾

他「便在推喇奴的學房， 天天辯論。 這樣
有兩年之久， 叫一切……都聽見主的道」

液裝進瓶子裡， 給無法來見他的病人治
病， 而神有時候也會醫治這些病人。

（8-10 節）。 上文曾提過的印納亞（Inayat）在巴基斯坦施行權能所帶來的屬靈果

第六條， 神作為的真實憑據常常會伴
隨著偽證。 路加說： 「念咒趕鬼的猶太
人， 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

效， 便總是在講道後表現出來的。
醫治病人和趕鬼若不伴隨著講道， 很
少能對教會產生長久的影響。 這樣的講道
在非洲國家是很有必要的， 它讓一個民間
穆斯林巫師歸信了基督。 對他而言， 欺騙
已經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這種習慣很難破
除， 因此需要不斷地在屬靈上， 堅固和增
強他的信心。
第二條， 我們在路加福音已看過保羅
主要乃關注接受的人。 「有些人心裡剛硬
不信， 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 保羅就離開
他們」（9 節）。

名。 」（13 節）此處， 以及別處皆敘述其
他人（而非保羅）的活動的經文， 在講到
這條原則的時候沒有提到保羅。 民間穆斯
林神靈的作為常含有虛假的成分。 邪教紮
爾教（Zar）中有些人在趕鬼的時候會說方
言、 說預言或是像「被聖靈擊倒」般昏迷
過去。 我們需要有分辨能力來區分什麼是
真實的和什麼是幻覺； 什麼是來自神， 什
麼又來自魔鬼； 以及什麼由物質原因或心
理原因， 或者是屬靈原因所引起， 又或是
由它們之間的任何兩者或三者結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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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
第七條， 惡鬼認識耶穌的權柄， 也認
識有耶穌內住的人。 污鬼回答趕鬼的人
說： 「耶穌我認識， 保羅我也知道。 你們
卻是誰呢？」（15 節）民間伊斯蘭信徒企
圖取悅或嚇唬邪靈， 而基督徒則說出帶有
權柄的話， 因為基督超過一切此類的能力

出來。 有個穆斯林想詛咒一個剛信主的
人。 然而事與願違， 這個穆斯林卻得了一
場使他生命垂危的大病。 行醫之人皆對他
的病情束手無策， 他只好與基督徒們取得
聯繫。 他們為他禱告， 他的病就痊癒了，
於是他也信了主。
第八條， 惡鬼使用他們所依附的身
體， 有實實在在的能力。 經文繼續道：
「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 勝了其

© Caleb Project

（以弗所書一 20-21）。 一個非洲國家發
生了一件事， 使神的至高能力被清楚彰顯
民族誌學者發現穆斯林女性的需要

士求醫。
第十一條， 剛剛接受基督的人仍常常
繼續進行邪術活動。 在以弗所， 許多新信
徒因為他們行邪術的行為而悔改， 並將邪
術書籍（18-19 節）焚毀。 巴基斯坦的費
薩拉巴特（Faisalabad， 舊稱 Lyalpur）曾

中二人， 制伏他們。 」（16 節）在上一段
提到的非洲國家裡， 也有一個術士在三個

發生這樣的事， 人們在一次佈道會中把他
們的穆斯林護身符都扔掉了， 但是卻在外

人身上下了咒， 使他們精神失常， 但是他
們卻在基督徒的禱告下恢復了常態。

頭買了聖克里斯多福（St. Christopher）的

第九條， 能力的彰顯會使人懼怕， 只
有認識神是慈愛的天父， 才能消除這種恐

飾物， 認為這是「更有威力的」基督徒護
身符。 在首都伊斯坦堡， 一個聖潔的基督
徒婦女會抄錄聖經經文， 而不是古蘭經經

懼。 當時住在以弗所之人的反應是「都懼
怕」（17 節）。 正如前文所敘述的， 民間

文作為護身符。
第十二條， 邪術注重以刻板的方式來

伊斯蘭信徒乃是處於懼怕的狀態之中。
第十條， 國度的能力所行出來的奇

牽制事物， 而不是順服於神的旨意。 這對
穆斯林信徒和基督徒來說
， 都是一種誘惑
。

事， 理當使人尊主為大。 接下來的經文這
樣說道： 「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 」
（17 節）而這並不是民間穆斯林當中常見

第十三條， 與祕術有關的東西必須銷
毀。 一位非洲國家的前穆斯林男巫師說，
要是他沒有燒掉他的巫術用具， 他就可能

的情況， 因為他們在乎的僅僅是病得醫
治， 而不是這醫治從何而來。 在菲律賓棉

會用它們來找到並詛咒那些偷了他的漁船

蘭老島， 病人可能向穆斯林巫師、 天主教
神父求醫， 也可能向政府醫院和新教宣教

和魚網的人， 因為和其他失去工作和家園
的歸信者一樣， 這兩樣東西是他們謀生的
唯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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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神大能的彰顯理當使福音
興旺， 而不是消亡。 以弗所取得的成效就

一位我信任的朋友親眼目睹並講述說， 今
年五個月以來， 都有火球大白天從天而

是： 「主的道大大興旺， 而且得勝。 」
（20 節）這也是為何教會的每一次重要的

降， 焚燒迫害基督徒之穆斯林的圍牆， 後
來還焚燒了他們的房子。 神的能力不但在

增長， 都是神蹟奇事與宣講神的道所共有
的結果。

憐憫當中， 也在審判當中彰顯。
去年， 我帶著我的妻子和最小的兒子

最後， 基督徒與之爭戰的「一切能
力」不僅僅是天空中屬靈氣的能力， 還包
括各種團體， 如商業、 宗教、 法律或政府

去遊歷以弗所。 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
亞底米神廟已經完全沉入一片沼澤地了，
只有一根露出的柱子見證了曾有的榮耀。

團體。 這些都在聖經所說的「一切能力」
的範圍內。 5 使徒行傳十九章裡所提到的

附近座落著爾撒（耶穌）清真寺， 象徵著
真理的信仰已經取代了這古老的異教。 清

銀匠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藉著迎合
民眾的宗教擔憂和激起民眾的自豪感， 來

真寺周圍環繞著許多住宅， 每戶住宅都懸
掛著用玻璃做成的藍眼睛（nazar）以避開

挑起民眾的騷亂。 而法律和政府機構則扮
演著表達訴訟或解決問題的角色（24-39

惡眼的侵犯

節）。
目前， 上文提到的新信徒都已經失去
工作和家庭， 有些人甚至還失去了性命。
他們被稱作叛教者， 並且還被判決剝奪所
有的財產。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有謀生能
力的基督徒已經為他們提供幫助； 另外有
些人還設法組成一個合作組織。 雖然新約
聖經教導基督徒要預備好迎接今生無法確
保能逃脫的磨難， 但是神還是對一個迫害
基督徒的非洲小鎮的這種行為進行懲罰。

這又是民間信仰和實踐與

正統信仰混合的表現。 然而， 像以前的寺
廟一樣， 這些也終將不復存在， 將永遠被
留下的只是清真寺上的名字

耶穌。 正
如早先的居民所得知的， 祂「遠超過一切
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
切有名的」（以弗所書一 21）。
進深閱讀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www.wclbooks.com

信仰與實踐
一般穆斯林的信仰和實踐與許多伊斯蘭信仰的正規層面有明顯的矛盾。 這表明了群眾
對大眾宗教的獻身性。 遺憾的是， 西方的宣教士對穆斯林在這方面的宣教還是個盲點， 也
許是這使命被隱藏起來了， 也可能是覺得無關緊要而忽略之。
Bill Musk, The Unseen Face of Islam (Grand Rapids: Monarch Books, 2003), p. 202; www.lionhudson.com

264

斳雓 伊斯蘭世界
第六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Vivienne Stacey,“The Practice of Exorcism
and Healing,”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ed. J. Dudley Woodberry
(Monrovia, Calif.: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1988), pp.

317-31.
2. Ibid., p. 322.
3. Paul Hiebert,“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Missiology 10 (January 1982), pp. 35-47.
4. Richard R. DeRidder, Discipling the Nat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5), p.
222.
5. Walter Wink, Naming the Powers: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the New Testament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1984).

民間穆斯林之間的權能會戰
里克‧ 羅夫（Dr. Rick Love）
格 雷‧ 李 文 斯 頓（Greg Livingstone， 前線差會的共同創辦人）喜
歡講「前線差會」早期的一個笑話。 格雷
問一個五旬節派宣教士打算如何深入到穆
斯林信徒中間。 那位宣教士回答說： 「我
要去使死人復活！」格雷搖搖頭問道：
「你有沒有 B 計劃？」這笑話常常會使人
發笑。 但是大部分在民間穆斯林當中服事
的宣教士， 就是在和擺在他們面前的超自
然議題爭戰。
超過四分之三（約八億）的穆斯林屬
於民間穆斯林， 在理論上他們是穆斯林，
但實際上卻屬於泛靈論者。 民間穆斯林信
仰安拉， 卻又崇拜諸靈； 在邪術與穆罕默
德之間， 他們更注重邪術。 「前線差會」
的宣教士與我分享了來自我們服事的每個
地區（北非、 中東、 中亞、 南亞和東南

亞）的民間伊斯蘭教見聞。 我也曾採訪過
其他宣教機構的同工， 他們進一步證實了
這些現象。 例如， 民間穆斯林信徒普遍害
怕咒詛。 突尼斯人（Tunisians）擔心怕別
人會撿他們剪掉的指甲， 用來詛咒他們；
在葉門， 人們喜歡用頭髮來詛咒人（兩者
都屬於人們常說的接觸性巫術）。 在約
旦， 一位同工談到當地習以為常的「血的
保佑」（blood blessings）。 人們買了車後
都會殺一隻羊羔， 把血抹在車的保險槓上
以避開黑暗勢力； 建新房子的時候也同樣
會殺羊羔， 把血塗在門楣上。 摩洛哥還有
吸引兩萬人參觀的「祕術表演」（moussem）！在這些「撒但作為的聚會」中，
人們成群結隊地聚集在鄉村地區見證超自
然力量的技藝； 獻血祭和接受巴拉卡（祝
福）。 朋友對我說， 被鬼附身的人用刀子

羅夫博士是「前線差會」（Frontiers）的國際總監。 「前線差會」致力於在穆斯林的未得之民中建立教會， 以此來
榮耀神的宣教機構。
改編自「民間穆斯林中的神蹟奇事： 天國的關鍵鑰匙」， Rick Love 著， 摘自《前線差會國際報刊》第 13 季， 第 4
期（EI Paso, Tex.: 前線差會世界學生領導聯盟， 1996）， 第 193-195。 蒙允使用。 www.ijfm.org

第六課 穆斯林信徒的靈性世界 265

在自己身上揮砍， 卻沒有留下任何劃痕，
也沒有流血。 其他人在催眠狀態中手舞足

喝過自己妻子的尿！」

蹈， 他們咬了幾口麵包， 再把麵包丟給觀
看的人， 使他們可以得到巴拉卡。 兩個閱

（包括每週一次的通宵趕鬼儀式）而採訪

歷豐富的同工描述說， 有些人被動物的靈
魂（如獅子、 老虎的靈魂）附體， 這些人

在針對民間穆斯林邪術習俗的問題
一位埃及同工後， 他驚奇地說： 「達拉斯
神學院可沒教我這些！」不過， 說句公道

會徒手把一隻活生生的動物（如牛）殺

話， 大部分神學院都沒有這方面的課程。
姑且不論神學院的背景和宗教派別如

死， 然後吞吃掉。
但是民間伊斯蘭教也有較為不血腥的

何， 神蹟奇事的議題對參與民間穆斯林傳
道的每個人而言都是一項挑戰。 魔鬼和祕

一面。 在摩洛哥， 人們用春藥來確保男人
對妻子忠誠。 這種有法力的藥劑摻在茶中

術師對神學理論可毫不在乎！例如， 一個
與「中亞前線差會」（Frontiers in Central

飲用， 裡面含有妻子的尿液。 一位阿拉伯
同工邊大笑， 邊告訴我說： 「在摩洛哥，

Asia， 在派別上屬於浸禮派， 在訓練培育
上屬於學園傳道會）同工的非靈恩派的宣

上至國王， 下至最窮的農民， 每個男人都

教士帶領一個穆斯林巫師歸向基督。 雖然

為什麼需要巴拉卡？
穆斯林信徒相信真主賜下巴拉卡（福氣）給人類。 有些人有巴拉卡的能力， 這會表現
在他們影響靈界方面的能力上。 巴拉卡和它的相反力量
咒詛， 通常都與地點、 事物、
話語或姿態有關。
穆斯林的問候語「As-Salaam(u) Alaikum(u)」（「願真主賜你平安」）是穆斯林信徒
之間最普遍的祝福。 重複念誦古蘭經中每章的第一節「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Bismillah
al-Rahman al-Rahim）是另一種常見的祝福， 有保護和避咒詛、 驅精靈（邪靈）的作用。
許多穆斯林信徒終日活在對咒詛和精靈的恐懼中。 他們相信咒詛和精靈是真主在造人
的同時造出來的。 「他用像作陶器一樣的泥土造化人。 他用（無煙的）火焰造化精靈。 」
（古蘭經五五 14-15， 仝道章譯本）
穆斯林也相信易卜劣廝（Iblis）， 就是那被天堂驅逐並讓亞當和夏娃悖逆的魔鬼。 易
卜劣廝（Iblis）和撒但（Shaytan）可以被交替使用， 阿拉伯語是「敵人」的意思。 「當時
我對眾天神說： 『你們應當向阿丹叩頭。 』他們都叩了頭， 但易卜劣廝除外。 他本是精
靈， 所以違背他的主的命令。 他和他的子孫， 是你們的仇敵， 你們卻舍我而以他們為保護
者嗎？不義者的倒行逆施真惡劣！」（古蘭經十八 50， 馬堅譯本）。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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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他 曾 在 兩 個 穆 斯 林 國 家 服
事。 ）我們每週都在小組聚會和禮拜

© "Man with Snake" David Melody/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日中看到。 我要說的故事可能會讓一
些人吃驚。 但我所說的都是事實。 我
們正對一個福音從未進入過的民族傳
福音……， 你見過被鬼附身的人在聽
到神的話語被人讀出來或講出來的時
候的尖叫吵鬧嗎？我們見過！（摘自
一位宣教士的代禱信。 ）
雖然權能會戰的議題曾經是基督教五
旬節派和靈恩派的專屬領域， 但現在也成
了更廣泛的福音世界的主要焦點。 這是針
對民間穆斯林傳福音的重要方面。 權能會
戰
神的權能勝過撒但（主要是醫治和
摩洛哥耍蛇者

這穆斯林基督新信徒想服事基督， 但是他
仍舊撇不開巫師的習慣。 僅僅是認識了真
理是不夠的！有些非靈恩派的前線差會帶
領人來鼓勵並輔導這位宣教士。 他向他們
提出了有關靈界領域的議題， 還有神蹟奇
事的議題。 他們從未處理過這些情況， 因
此鼓勵他與有經驗的前線差會宣教士聯
繫。 他發了電子郵件給我們的許多位宣教
士， 並在廿四小時內就收到了其他五位團
隊領袖的建議。 這位在中亞服事的宣教士
最近告訴我， 他們的穆斯林基督徒教會每
次聚會， 都有一段醫治服事的時間！
中亞一位長老會的宣教士如此描述他
所經歷到的權能會戰：
你也許會覺得有趣， 我們在這裡
看 到 的「鬼 附」（demonization）現
象比在任何我們到過的地方都還要

趕鬼）， 在深入民間穆斯林中扮演了主要
角色。 權能會戰當然不是天國的鑰匙（一
些有神蹟奇事背景的人這麼認為）， 但卻
是打開深入民間穆斯林之大門的重要鑰
匙。 具有傳統派福音背景的人往往沒有認
識到這個事實。
天國的神蹟（權能會戰）應當使主得
著高舉。 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因為民間
穆斯林要的是病得醫治， 而往往並不關心
這醫治從何而來。 換句話說， 人們尋求的
是能力， 不一定尋求救主。 神已經在神蹟
奇事的事工中使用了許多「前線差會」的
成員。 但是那些得到醫治的人卻很少有歸
信基督的！（然而， 我們仍相信他們很容
易接受基督）。 我的一個同工估計， 十個
得蒙醫治的人中， 有一個現在正跟隨基
督。 他把這與十個得了醫治的痲瘋病人
中， 只有一個回來感謝耶穌的例子作比
較。 信主比例小的一個原因， 是民間穆斯
林的世界觀。 因為他們活在一個邪術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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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的世界中， 他們並不會因為神的能力而
感到驚訝； 另一方面， 若是我們顯得沒有

上迸發出來， 將他打倒。 我們又試了
幾次， 每次都一樣。 最後， 他停了下

能力， 他們就更不會感到驚訝了！
剛開始進入這個服事領域的時候， 我

來， 搖頭， 作了祈禱， 臉色蒼白，
表情慌張……心服口服地說： 「我們
還是繼續我們的練習吧。 」（摘自作

就想看到激動人心的權能會戰在蘇丹人中
所產生的重大突破。 結果我看到了權能會
戰， 卻沒有看到突破！事情發生在武術訓
練（pencak silat）中：
我正在為去美國而作準備， 我的
指導老師阿古斯（Mr. Agus）先生，
（即 Manderaga 的創辦人）在為我作
個別指導。 他開始教我推撞式動作的
呼吸練習。 在練習過程中， 他對我說
了一個用力量將人打倒（從遠距離擊

者的傳道筆記。 ）
這次能力的經歷並沒有使阿古斯先生
相信基督， 但是我卻因此而對哥林多後書
十二章 12 感到大大的安慰： 「我在你們中
間， 用百般的忍耐， 藉著神蹟、 奇事、 異
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保羅， 偉大的教
會創辦先驅， 用權能會戰的方式描繪了他
的事工。 他的事工具有超自然的特點， 還
有「百般忍耐」的特點。 不少人從一開始

打， 但並沒有接觸到對方， 人們稱之
為氣功）的故事， 也講述了力量的醫

就拒絕我們的信息， 甚至是那些得著醫治
的人也常常拒絕基督。 但是在權能和「百

治作用。 他說自己就常經歷這樣的
事。 我因為曾聽過不少這類的故事，

般的忍耐」下， 我們將會看到教會在民間
穆斯林當中建立。

但是未曾見過， 於是就問他是否可以
示範一下。 他讓我按一種姿勢站好，
然後就開始向我打出氣功的招式（從

似的經歷。 他們也常常為生病的人禱告。
有些人康復了， 有些沒有。 但是， 即使是

一個距離之外）。 在他出招的時候，
我心裡奉耶穌的名斥責黑暗的權勢。

有能力彰顯出來， 人們還是不悔改。 然
而， 這對夫婦一直都堅持著他們的事工。

他沒能把我打倒， 便讓我換一個姿勢
站立。 他還是打同樣的招式， 我還是

後來， 在最後的兩年裡， 他們終於看到了
因為神蹟奇事而產生的突破。 另外有一件

作剛才的禱告， 結果還是和第一次一
樣。 在嘗試了許多次後， 他問我是否

事， 一對與他們同工的外國夫婦從一個穆
斯林信徒身上趕出了許多鬼。 後來， 這個

想試試。 因為我從未打過， 所以就按
照剛剛所看到的氣功的招式打出。 他

穆斯林悔改了， 他的家人也悔改了。 這個
被從身上趕出污鬼的人已經成了連結該地

站在我前面約五英呎遠的地方。 我朝
他打去， 同時奉耶穌的名禱告。 令我
感到驚異的是， 他飛也似地向後倒，

區的橋樑：

就好像挨了泰森的一拳。 我根本就沒
有碰到他， 但是卻有一股力量從我身

我在東南亞的好朋友和同工也有過類

參尚（Samson）是當地的巫師。
因為受到在他裡面的祕術力量的攪擾
而無法睡覺。 為了可以從這些力量解
脫， 他找遍了所有巫師， 但是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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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巫師能釋放他。 一天晚上晚些時
候， 參尚開始發狂鬧事， 把自己的房

字、 有聲音的污鬼從他裡面出來， 他
們夫妻倆感到非常驚奇， 他們可從來

子都給拆了， 還鬼哭狼嚎地嚷。 和
我們的同工一起服事的當地夫婦普里西

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當天晚上， 他把
自己所有的咒符和武器都焚燒掩埋

拉和亞居拉跑到他家（兩百碼外），
奉主爾薩麥爾加（Isa al-Masih， 即彌

了。 從第二天開始， 這位曾經是鄰里
鄉親害怕的巫師， 曾經犯下邪惡罪行

賽亞）的名為他趕鬼。 看見許多有名

的巫師， 卻正請求鄉親們的原諒， 並

作好回答的準備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
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存著無虧的良心， 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 就在何事上可以
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彼得前書三 15-16）
「聖經已經被篡改了。 」「三位一體其實是盲目的崇拜。 」「耶穌並非真主的兒
子。 」「真主是不會讓耶穌死掉的。 」當你聽到穆斯林朋友提出異議的時候， 是否會有責
備浮現在你的腦際？我們最珍視的信仰遭到否認， 是否會激起我們憤怒的挫折感？在我們
要作出嚴厲的回應時， 神的靈提醒我們要以溫柔和敬畏的心來回答。 畢竟， 基督命令我們
要把右臉也轉過去讓人打。 基督在我們耳邊悄悄地說： 「只有神才能真正改變人心。 基督
為你受過更大的侮辱。 」也許我們要忍受不公平的對待， 才能彰顯出祂恩典和犧牲的意
義。
我們要如何回答， 或像其他聖經譯本所說的， 要如何維護我們的信仰或為之爭辯呢？
在法庭上， 辯護律師有責任孜孜不倦地陳述當事人的案情。 如果律師與法官爭吵， 那麼其
律師執照就有可能會被吊銷， 他的當事人也可能會面臨新的審訊， 律師甚至可能會坐牢
這些都是因為律師沒有為當事人進行得當的辯護。 為了進行得當的辯護， 律師要為案情
作好準備， 要研究過去類似的案情中法官的判決和相關的法律。 律師並沒有在一開始的時
候就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進行「爭辯」， 而是從法官或陪審團的角度， 開始對案情進行陳
述。 這樣， 在不冒犯任何有裁決權之人的基礎上， 律師才逐步建立案情。 與陪審團的關係
和諧， 法官有時間思考當事人的案情， 才有改善的餘地。 只有在結果確定後， 律師才要把
當事人的命運交給法官和陪審團， 要求裁決。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的希望， 又應當比當事人在犯罪案件中的希望大得多！因此， 我們
在為福音辯護的時候， 又當何等的倍顯溫柔！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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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4 月， 我有機會參加了一個包
括釋放內容的民間穆斯林的浸禮儀式。 儀
式由一個在浸禮前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禱告
開始。 每個受浸的人都公開宣佈， 將不再
與任何邪術有絲毫關係。 他們公開宣佈：
「我不再用邪術、 咒符或任何護身符來為
自己尋找力量。 」然後， 牧師問每個願接
受浸禮的人， 是否參與過任何形式的邪術
活動。 當場只有一個人承認。
這次特別的浸禮中， 許多都是從未參
與過邪術的少年人。 接著， 教會領袖把那
© Caleb Project

個參與過邪術的人領進另一個房間， 為他
作特別的釋放。 牧師鼓勵他說出： 「耶穌
是我生命之主。 」起初他說不出來。 我們
就斥責黑暗權勢， 並不斷地讓那人把自己
站在門口的吉爾吉斯人（Kyrgyz）

對他的家人作見證。 幾個月以後，
1993 年 9 月， 參尚和他的妻子、 女
兒、 女婿， 還有現住在亞居拉家的亞
居拉的一個侄子都受了浸。 他們儼然
成了團契的核心。 （摘錄自作者的個
人信件。 ）

完全地交託給主。 於是， 他相信耶穌是
主， 並宣告棄絕任何的邪術活動。 最後，
他的身體劇烈地顫抖， 眾邪靈就離開了，
他得著了釋放。
這就引出民間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中權
能事奉的第二點。 那些從民間伊斯蘭教歸
信基督教之人的一個典型特點是， 他們會
在危急時刻重新去找巫師。 就在我們上文
提到的這同一處教會裡面， 就有一個人在

權能會戰， 或說是神蹟奇事的議題，
不僅僅是傳福音的突破， 也是建立教會的

以上的浸禮之前這樣做了。 當這個人聽了
宣告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禱告和另外一個人

關鍵。 在民間穆斯林的環境中常發生兩件
事， 使得權能事奉成了牧養過程中的一個

的釋放見證時， 他坦承自己在這方面的
罪， 並且教會也為他禱告。

中心部分。 首先， 我認為「釋放」需要作
為浸禮儀式的一個環節。 來自民間伊斯蘭

我有一位好友， 他在東南亞服事民間
穆斯林已有八年多。 他看到了更豐盛的結

教的人還處在靈界力量、 咒符和護身符的
世界裡。 我們不能只是籠統地讓他們悔

果， 但同時也經歷了痛苦和挫敗。 他的導
航會訓練和浸禮派傳統， 並沒有預備他迎

改， 然後相信這樣就足夠了。 我發現趕鬼
作為初代教會的浸禮預備， 並不僅僅是一

戰所面臨的屬靈爭戰。 他說， 黑暗勢力是
他在傳道事工中所遇到最棘手的事。 他相

個有趣的歷史事實而已。

信和他同工的年輕信徒們， 也在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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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到了魔鬼的攪擾。 就因為如此， 所以
他幾乎在每個公開聚會結束前， 都預備悔

戰的議題， 而是關於權能會戰的議題。
我告訴博諾， 我要為他按手禱告， 祈

改和釋放禱告的時間。
悔改在民間伊斯蘭教環境中， 包含了

求聖靈臨到他並充滿他。 在我按手在他身
上禱告的時候， 聖靈降在他身上。 神的大

與邪術活動決裂的宣告， 和從這些邪術力
量中釋放出來兩部分。 在這點上， 對我幫

能力和同在充滿了整間屋子。 那天， 博諾
遇到了神， 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閱

助最大的經文是申命記十八章 9 至 15 節，

使徒行傳十九 16 之類似的情形）。 博諾也

及使徒行傳十九章 18 至 20 節。 在申命記

面臨了權能的會戰。 在這經歷之後， 我耐
心地（有時候也會不耐煩）輔導他。 現

中， 任何通靈的形式都是可憎的， 且當強
烈地譴責。 摩西使神的子民不去找巫師，
而是聽從一位將來的先知──先知耶穌

在， 博諾已經是一處穆斯林歸信基督教會
的牧師了。 「用百般的忍耐， 藉著神蹟、

（Nabi Isa）。 使徒行傳十九章從互補的角

奇事……！」

度， 表明了對民間穆斯林信徒而言的悔改
的本質。 必須要公開承認參與邪術活動，

民間穆斯林信徒認為他們完全在邪

也要毀掉每一種咒符和護身符（不論價值

靈、 魔鬼、 惡眼的咒語和巫術的慈憫之
下， 因此他們的心思更多是放在邪術上，

多少）。
但是也有其他更好的權能事奉。 剛進

而不是在穆罕默德身上。 民間穆斯林信徒
把權能會戰的議題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病

行 傳 道 不 久， 我 遇 見 一 位 名 叫 博 諾

人需要醫治， 但他們是被邪術或是被基督
醫治？被鬼附的人需要得著釋放， 但這個

（Pono）的穆斯林。 他已經聽過福音， 而
且告訴我， 他想要得救。 我熱情洋溢地對
他講解聖經， 但是他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
起。 他說他都明白， 但是他想確定自己的
得救。 因此我猜想博諾已經接受了基督，

任務是由巫師或是由宣教士來執行？在恐
懼之中的人需要保護， 但保護是來自符咒
或 是 除 滅 魔 鬼 作 為 的 主（約 翰 壹 書 三
8）？權能會戰並不是觸摸民間穆斯林信

他只不過是在與罪摔跤。 我翻開新約， 講
到屬血氣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之經文並對

徒心扉的唯一途徑， 但必須成為有效地傳
福音給他們， 以及在他們當中建立耶穌基

他講解。 而博諾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突
然之間我全明白了， 這並不是關於真理會

督之教會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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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主義：脫離律法
唐‧ 麥凱瑞（Don McCurry）
蘇 非 主 義（Sufism， 或 稱 作 蘇 非
派）一詞源自於阿拉伯語， 意指神
祕主義。 這詞的由來有個有趣的歷史。 多
數學者認為「Sufi」一詞源自於阿拉伯語
suf（羊毛）。 Sufis 是為了反對不信神之
穆斯林統治者的富裕奢華， 而過著簡樸生
活的苦行者。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他們
與世隔絕， 開始尋求真主。 他們穿的是粗
織羊毛服， 因此他們的外號「wooleys」或
Sufis， 便是由此而來。

蘇非主義的發展
這個運動的產生有幾個原因。 穆斯林
哈里發無一不遵循「權力導致腐敗， 絕對
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之律。 隨著伊斯
蘭教早期穆斯林軍隊的偉大勝利， 腐敗的
統治者與無力與之對抗的虔誠學者之間出
現了一道鴻溝。 虔誠的學者之間也出現了
分歧。 他們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擁有資產
並過正常的生活， 而有些人則想與世隔
絕， 過著忘我的生活並追求真主。 蘇非主
義就是那些與世隔絕、 成為真主的追隨
者。 蘇非派從正統信仰與律法的抉擇的激
烈爭鬥中得到進一步推動。 這些無止盡的
爭鬥導致靈性的荒蕪， 從而使許多虔誠的

穆斯林信徒不想僅僅是為真主爭論不休，
而是尋求經歷真主。 蘇非教大膽地認為，
如果穆罕默德能夠得到真主的啟示， 那麼
別人也能。 在沒有新添加經文的情況下，
他們想把穆罕默德與真主直接接觸的經歷
重演一遍。 此外， 納齊爾阿里（Michael
Nazir-Ali）指出： 「蘇非主義的發展也受
到中東基督教修道主義的影響。 」1
巴 士 拉（Basra）的 拉 比 亞（Rabiah
al-Adawiyya， 713-801）所說的一番話，
最能形容伊斯蘭神祕派：
我存在於真主裡面， 全然屬於
他。 我活在他的命令之下……我許配
給一個忠實的丈夫， 我要伺候他； 若
是我離開， 我所許配的郎君必定向我
發怒， 他必定寫下休書， 送我離開他
的家。 2
我對你的愛有兩種。 一種是自私
的愛， 另一種是配得擁有你的愛。 之
所以是自私的愛， 是因為我讓自己完
全地單單屬於你， 不屬別人。 之所以
是配得擁有你的愛， 是因為你掀開面
紗， 讓我看見你的尊容。 然而， 無論
是前者還是後者， 頌讚都不歸於我；
後者和前者， 頌讚都歸於你。 3

麥凱瑞現任「穆斯林研究暑期學院」（Summer Institute of Muslim Studies）董事， 穆斯林傳道事工主席， 「伊比利
亞與拉丁美洲文化研究學院」（Ibero-American Institute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in Spain）代主任。 他是位經驗豐富
的宣教士， 曾在巴基斯坦服事， 並且率先在中亞地區與宣教機構「敞開之門」（Open Doors）一同服事。 另外，
他還為阿拉伯世界培育許多位埃及宣教士。 麥凱瑞博士還編著了《福音與伊斯蘭教》（The Gospel and Islam）一
書。
改編自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ies to Muslims, 2001), pp.
89-94.。 蒙允使用。 www.mtmsi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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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非派信仰
蘇非主義逐漸地朝著結構主義和形而
上學的方向發展。 原本是各人接受並傳播
給少部分人的宗教形式， 逐漸演變成一種
有修行和宗教儀式規則的隱修形式、 聖人
群體。 蘇非教團的跟隨者（murids）從屬

靈導師（pir, ustadh 或 murshid）那裡學習
到這些知識。 他們完全順服於屬靈導師的
帶領。 4
通神論（theosophical）思想的發展，
是在這個運動中最為值得注意的。
通神論是把基於信以為真之領悟的哲
學或宗教思想， 演變成神聖本質的任何形

提出好問題
我們遇到的穆斯林世界觀和態度， 可能受他們的宗教和教育背景、 政治， 以及他們對
基督徒信仰的膫解之影響。 提出好的問題， 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穆斯林朋友屬於哪種情
況， 以幫助我們和他們建立關係。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可以幫助瞭解他人的世界觀、 感覺和
意願， 可以觸動他的心， 而不僅僅是他的思想。 我們可以問以下的問題：
方便告訴我， 你從哪裡來嗎？
你的國家哪點最好？
在那裡成長， 你最喜歡或不喜歡的是什麼？
你喜歡這個國家的哪些方面？
你被培養成一個穆斯林， 最喜歡的是什麼？
你認為耶穌是誰？
你聽過關於耶穌的什麼？你怎麼知道所瞭解的是真的？
引支勒（Injil）新約聖經， 是真主賜給耶穌的啟示， 你讀過嗎？
你為什麼認為有不同的宗教存在？
我對在車上等候從歐洲到北非之渡輪的乘客發送引支勒。 當我遞給一個男人時， 他告
訴我， 他是穆斯林， 而且是伊瑪目。 我興奮不已， 聖靈帶領我， 讓我指出伊斯蘭教也講述
先知耶穌， 而且祂的信息引支勒， 是真主所賜作為談話的重點。 他問我是否讀過古蘭經。
「讀過， 」我有機會回答道： 「我讀過十二遍了。 」我接著反問他是否讀過引支勒？當他
說沒有時， 我驚訝地說： 「你是宗教師， 但卻沒有讀過先知耶穌的信息？」他感到愧疚地
拿了一本引支勒， 並保證一定會讀。 我相信神的話絕不會落空， 一定會在這個人的心裡動
工。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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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法茲魯爾‧ 拉赫曼（Fazlur Rahman）
闡釋道：
早期隱修式的虔誠強調內化的動
機， 是對律法的外在發展的反應。 第
九和第十世紀， 蘇非主義發展了一種
內心體驗知識的「靈知」教義（marifah）。 它漸漸與同期發展起來的學識
（ilm）上的神學相抗衡。 5

5. 神迷： 透過記憶和誦念真主之名和真主
之教誨， 達到精神極度興奮或恍惚入迷的
狀態。
6. 真實： 信徒的心現在應被真主的真正本
質所照亮。 在這個階段， 有志者應尋求完
全倚靠真主
完全信靠他。
7. 合一： 在這個階段， 神祕主義者相信他
能面對面地「看見」真主。 神祕主義者相

因此，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 原本不
僅僅是禁欲主義的蘇非主義首先蒙上了神

信他的舊的自我已經被消滅了， 他現在完
全滿足於真主， 真主也完全滿足於他。

祕主義色彩， 後來就變成了通神論， 再後
來甚至不惜冒著與泛靈論混淆的危險。 6

蘇非派信徒強調內心體驗與渴望脫離

後來， 蘇非主義仍然衍生了各種狂亂無章
的儀式， 其中包括自虐， 把吟唱者搖到暈

或如蘇非派所形容的， 自我的消
亡， 從而達到與真主的合一不分離。 蘇非
派除了能讓人「看見」真主， 或與真主合

倒在地， 或是將雙腳捆綁吊起來直到清醒
過來， 欲使自己進入宗教極樂境界。 這些

一以外， 還有一個自發性極強的特點。 當
地的地方教團因為這個自發性， 而由巡迴

場面均由約翰‧ 薩巴罕（John A. Subhan）
親眼目睹並書寫下來。 7

講員或當地虔誠的神祕主義者發展起來。
在發展的過程中， 這些教團（或他們的成

並不是蘇非主義所有的團體都遵照同

員）感到極有必要把他們領袖（其長老或

樣的教導步驟。 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規
定。 以下是薩巴罕所描述的， 他過去所屬

長者）身上的這種神光（divine light）追

的蘇非教團（Sufi Order）所教導神祕之旅
的步驟。

8

1. 懺悔： 喚醒對邪魔的認識並對罪產生悔

自我

溯至穆罕默德本人。 9
蘇非派信徒在指定的聚會場所或任何
方便的地方聚會。 不同群體的人可以自願
在一起聚會。 例如農民身分的人屬於鄉村

悟之感。

社群、 軍人聚在一處、 從事相關職業和行
業的人聚在一處、 附近的婦女在一處， 市

2. 愛主： 老信徒要時刻謹記真主之名。 尋
道者要排除萬念， 只存真主之心。

區想法相似的人又聚在一處。 簡而言之，
任何一個自然產生之群體的人都可以在任

3. 斷念： 有志者應守貧堅忍， 斷絕所有世
俗慾望。 最後， 完全脫離一切， 只與真主

何一個地方， 在虔誠的領袖帶領之下聚
會。

合一。

音樂的復甦

4. 知識： 有志者應冥思真主的本質、 屬性
和作為， 直到完全瞭解真主。

蘇非派教團鼓勵使用詩和音樂。 有天
賦的作曲家為他們所愛的真主譜寫了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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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曲。 有些兄弟會組織提倡以舞蹈作為
敬拜的一部分。 因為清真寺裡面禁止音樂

信徒轉向了浪漫的民俗音樂。 蘇非派信徒
只好向他們的鄰居「借」宗教音樂
神

和舞蹈， 所以蘇非派建立了自己的場地，
或是在戶外聚會。

造我們時， 就賦予了我們音樂天分。 我們
基督徒具有豐富的音樂傳統， 可以為蘇非

神的靈默示先知西番雅， 讓我們知道
神也喜愛歌唱。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

派信徒提供大量的幫助。
「歌唱的蘇非派信徒」吸引了眾多異

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
欣 喜 樂， 默 然 愛 你， 且 因 你 喜 樂 而 歡

教徒進入伊斯蘭教各教派。 現在， 該是由
我們用音樂和歌聲帶領蘇非派信徒投入耶

呼。 」（西番雅書三 17）如此看來， 我們
為什麼不歌唱呢？別忘了， 我們是按著祂

穌懷抱的時候了。 「我們要來感謝他， 用
詩歌向他歡呼！」（詩篇九五 2）跟著多

的樣式造的， 當然要歌唱。 他喜愛聽我們
唱歌。 祂將祂的靈賜給我們， 幫我們歌

種樂器的樂曲翩翩起舞， 也是得著蘇非派
信徒的方式， 因為有些蘇非教團會要求以

唱： 「乃要被聖靈充滿。 當用詩章、 頌
詞、 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跳舞的形式來達到極樂。 詩人們寫道：

神。 」（以弗所書五 18-20）所以穆斯林

願他們跳舞讚美他的名， 擊鼓彈
琴歌頌他！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
姓； 他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妝飾。

「你是跟隨哪位聖人？」
亨利是當地的一位信徒， 他在亞洲的 SIM 國際事工差會事工（SIM missionaries）工
作。 有一天， 亨利在住家附近散步。 一個中年陌生人朝他喊道： 「弟兄， 願你平安。 」
「也願你平安。 」亨利回應道。
那個陌生人於是邀請亨利到他家去聊天。 愉快地聊了一會兒後， 清甜的茶端上了。 這
時， 那陌生人說： 「我觀察你好長一段時間了。 我發現你很不一樣。 你的舉止特別， 你的
家庭特別， 你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別。 你是跟隨哪位辟爾（pir）呢？」
辟爾是民間穆斯林的屬靈導師， 無論依然健在還是已經去世。 許多辟爾或是他們的墓
地， 均被認為擁有法力。 據估計， 這個國家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跟隨辟爾。
這個陌生人猜得很對， 他認為亨利的生命所以與眾不同， 是因為他跟從一位與眾不同
的屬靈導師。 亨利知道這是神給的機會， 於是把這個陌生人領到一處更隱祕的地方， 然後
一點一滴地為他講解「其他聖書」（律法書、 先知書和福音書）。 結果， 這位新朋友現在
每個星期都和亨利一起學習聖經。
摘自： Serving in Mission 102, p. 12, www.s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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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伊斯蘭世界觀中神靈的級別
力量
命運
古蘭經

邪術、 巫術
占星術、 占卜
巴拉卡（Baraka, 祝福）
迪克爾（Dhikr， 讚唸）
惡眼
占卜
誓言、 咒詛

神靈和人
真主
天使

宇宙
「另外的」世界
真主的國度（永恆的）

撒但、 魔鬼
精靈
先知
已逝的聖徒
諸靈
祖先
剛去世之人的靈魂

靈魂世界
天使的國度（永恆的）

夢境-幻象-睡眠
藥草
藥劑
自然力量

聖人
人類
動物
植物

暫時的世界
世俗世界
人和物的世界（非永恆）

摘自： Bill Musk, Unseen Face of Islam (Grand Rapids: Monarch Books, 2004) p. 174.

（詩篇一四九 3-4）。
要用角聲讚美他， 鼓瑟彈琴讚美
他！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
和簫的聲音讚美他！用大響的鈸讚美
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詩篇一五○3-6）。
讓我們幫助蘇非派信徒發現他們在耶
穌裡真正的根。 讓我們運用他們在音樂和
舞蹈上的特長， 使他們來到真神面前。

蘇非派的傳播

林世界並組成了成功的宣教士運動。 「歌
唱的蘇非」在使異教徒信仰伊斯蘭教上所
作的貢獻， 與穆斯林團體一樣多， 這是一
般公認的事實。 蘇非派可以視為組織性強
的祕密團體， 也可以是人們聚會的自由、
無組織的團體。 會眾可以是住宅區內的，
也可以是自願參加的人。
蘇非運動為其成員提供了許多優點和
好處的同時， 也深受許多弱點之苦。 蘇非
派為其擁護者指明通往真主的所謂直接通
道， 因而削減了律法的地位， 也降低了古
蘭經和聖訓的地位， 同時也導致了名稱主

這些蘇非教團起源於第八世紀和第九

義大量產生
， 以及在很多時候道德上的敗壞
。
人們會注意到， 蘇非派不尋常之處之

世紀。 當時僅僅是些微不足道的教團， 而
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裡， 它們卻席捲穆斯

一是它的普遍性。 整個穆斯林世界都有蘇
非派各個分支的蹤影。 理論上， 一個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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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主流派穆斯林的成員， 同時也可以是
蘇非教團的成員， 但為信徒提供「通往真
主的道路」， 使什葉派伊瑪目或伊朗穆斯
林宗教領袖成為不必要的需求。 順道一
提， 通往真主的道路之信仰， 使許多什葉
派信徒轉而投向伊斯蘭教的蘇非派和遜尼
派。
第六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Frontiers in Muslin-Christian Encounter. (Oxford: Regnum Books, 1987), p.22.

2. Margaret Smith, Studies in Early Mysticism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1995), p186.
3. Ibid., p.223.
4. R.A. Nicholson, 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 p.392.
5. Fazlur Rahman, Islam,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141.
6. Nicholson, Studies, p. 391.
7. John A. Subhan, Sufism: Its Saints and Shrines
(Lucknow, India: Lucknow Publishing House,
1938), pp.1-4.
8. Ibid., pp.68-72.
9. Phil Parshall, Bridges to Islam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3), p57.

靈界：空中的領域
里克‧ 羅夫（Rick Love）
面對民間穆斯林（folk Muslims）
關於超自然的世界觀， 教會拓植者
要重新找出聖經中有關靈界的教導， 就是

在他論述的過程中， 一共使用了五次「天
上」（heavenly places）（弗一 3、 20， 二

靈體們居住的空中的領域。 以弗所書是新
約談到有關靈界的最有幫助的書信， 因為

6， 三 10； 六 12）。 這五節中的四節， 都
暗示或明顯地提到邪靈， 除了以弗所書一
章 3 節， 惡者的權勢可以在每一個「天

以弗所是巫術的中心。 「以弗所看起來是
寫給西小亞細亞的眾教會， 他們需要幫

上」的上下文中找到。 對於穆斯林而言，
「天上」這個詞比起聖經中任何其他的辭

助， 以能更加瞭解關於基督徒要如何面對
『黑暗權勢』， 並在與邪惡的屬靈勢力之

彙， 都更能清楚地形容靈界的領域。

爭戰中得到鼓勵。 」1
在談到巫術和神蹟時， 保羅教導以弗

天上各樣的屬靈福氣

所信徒要裝備自己， 以抵擋黑暗的權勢。

根據保羅所說， 我們已經蒙受了神所
賜「在基督裡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參

羅夫博士是「前線差會」（Frontiers）的國際總監。 「前線差會」是一宣教機構， 致力於在穆斯林未得之民中建立
教會， 以此來榮耀神。
改編自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p. 78-86。
蒙允使用。 www.wclboo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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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3）。 透過基督， 天上的領域已
經進入到了地上的領土。 這國度已經在基

我們在天上與祂同坐

督裡來到， 並且我們現在便可以預先享受
天上的滋味。

藉著祂的恩典， 神已經「叫我們與基
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坐在神的右邊

6）。 這第三次的「天上」， 是指信徒被
接到天上。

神已經使基督從死裡復活， 及「叫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
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
名的」（以弗所書一 20-21）。 根據保羅
為以弗所禱告的背景裡， 保羅在解釋基督

我們固然必須承認以上經文非常難以
瞭解。 然而， 它不是沒有意義的神祕主
義。 有兩件事非常清楚： 第一， 不論與基
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指什麼， 但至少它的意

的 復 活 和 掌 權 時， 非 常 令 人 驚 歎：

思是我們分享祂掌管黑暗權勢的主權； 第
二， 我們是因著信， 得以分享這掌管黑暗

「（神）使他從死裏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以弗所書一 20）
接下來， 保羅強調基督無比的權柄。

權勢的權力。 在這個環節， 保羅幾次提到
以弗所信徒的信心。 保羅聽到他們的信心
（以弗所書一 15）， 他談到基督的能力是

他已經「從死裡復活……坐在……遠超過

那些相信的人可以取用的（以弗所書一

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
下」（以弗所書一 20-22）。

19）。 他也再次肯定我們的救恩， 包括了
與基督一同被提到天上
是因著信（以

這裡不斷出現關於權柄的辭彙

執

弗所書二 8）。 巫師是以公式化的方式來
操縱靈界， 基督的跟隨者則是透過信心來

政的、 掌權的、 主治的、 一切有名的
這給了我們查考保羅在宣教時所面臨的邪

抵擋邪靈。

術背景時， 一個很好的洞察力。 這裡的每
一個辭彙， 都可以在第一世紀猶太人和希

在天上能夠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臘人的巫術課本裡找到。 這「一切有名
的」也暗示了充滿巫術的環境。 巫術是建

保羅說， 「神百般的智慧」是「藉著
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 現在得
知」（以弗所書三 10）。 這第四個辭彙的

基於吟唱咒語的儀式， 以呼叫不同的靈和
神明的名字來實現呼求者的願望， 就好像

使用， 是強調教會是神普世計劃的中心。
教會是神給所有受造物之智慧的中心教導

在使徒行傳十九章 13 至 16 節， 士基瓦的

包括所有的靈。 3 神透過福音的大能，
使疏遠和分裂的民族再次和好及復合（以

2

七個兒子嘗試以耶穌基督的名來做的事情。
因著復活， 基督已戰勝了所有黑暗的

弗所書二 11～三 9）。 神在基督裡使人和

權勢。 祂掌管了整個宇宙的邪惡勢力。 對
那些有通靈背景的人， 好像以弗所人和今

好的能力， 有效地應用在祂的教會裡， 而
產生了合一、 多種族的「民族」團體。 靈

天的穆斯林， 這是非常有力及得釋放的信
息！

體並非無所不知， 它們不知道神在歷世歷
代以來， 要拯救所有民族的目的。 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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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得（John Stott）將之描述得非常好：
從此以後， 隨福音遍傳世界，
這新的、 多元的基督徒團體也逐漸發
展。 那就好像一場偉大話劇的演出。
歷史好像劇院， 世界是舞臺， 在每一
片土地上的教會成員都是演員。 神自
己 寫 這 劇 本， 祂 親 自 導 演 及 製 作
……， 但誰是觀眾呢？他們是宇宙裡
的那些有才智的、 「在天上執政和掌
權的」。 我們認為他們是這幕救恩劇
的觀眾。 所以， 「基督教會的歷史，
成了天使的研究所。 」4

天上的屬靈爭戰
以弗所書中最後以及最著名有關「天
上」的經文， 提到我們的掙扎是「與那些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我們是在靈界
的領域裡， 與那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爭戰。
在以弗所「天上」一詞的用法， 幾乎是比
較專用的， 在新約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
它不應該就等同於「天上」是神的住處，
與「地上」相對。 「天上」在以弗所書，
似乎多次指向神的住處（一 10， 三 15， 四
10， 六 9）。
其 實， 「天 上」是 指 更 廣 的 觀 念。
「那是一個靈的世界， 沒有時間的觀念，
遠超過物質的境界， 所有靈界的事都在那
裡發生」。 斯托得詮釋其為「看不見的
真實領域」、 「看不見的世界」或「真實
5

靈界的看不見的世界」。 6
這「天上」如何可以是靈界的領域神
的居所， 而同時又是與撒但爭戰的場所
呢？在新約時期的猶太人相信七層天。 保
羅 也 曾 提 過「第 三 層 天」（林 後 十 二

2）， 希伯來書作者也提到耶穌「升入高
天」（原文是複數， 意思是有許多層的高
天， 希伯來書四 14）， 聖經裡並沒有清楚
提到七層天， 或甚至對天上有至少半完整
的解釋。 然而它應該可以解釋天上為「有
許多層， 神的權柄是在最高層， 邪惡的勢
力則是在最底層」。 7
「天上」的概念是聖經中用來形容靈
界的辭彙， 這帶來兩個很重要的結論。 第
一， 基督的死與復活， 是特別與靈界有關
的（以弗所書一 19， 二 4-6）； 第二， 教
會生活與事工， 是直接與靈界有連繫的
（以弗所書三 10， 六 12）。 換句話說， 在
以弗所書信裡， 教會的救恩、 事工和屬靈
爭戰， 只有在靈界的光照之下才可以完全
明白。
西方的世界觀與穆斯林民間的世界觀
有很大的不同， 而聖經可以裝備我們來面
對這些不同。 早期教會的世界觀與伊斯蘭
民 間 的 萬 物 有 靈 論﹙animistic﹚非 常 相
似。 教會拓植者需要成為如同古蘭經所形
容的基督徒， 是真正「信奉天經的人」
（People of the Book）， 並發展真正合乎
聖經立場的靈界觀。
就如同維恩‧ 波伊思雷斯（Vern Poythress）所肯定的： 「聖經的世界觀應該
是所有神學家（我會說是『所有的基督
徒』）所接受的。 他們所有有關聖經的研
究， 應該是在聖經本身所提供有關神和世
界的假設範圍。 」8

神究竟怎么說有關靈和
因果關係？
以弗所書的關於「天上」的見解， 會
幫助我們更加明白靈界的事情， 也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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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更廣大的神學架構裡來看世界觀和

瑟尼極具說服力地將他認為一神論

超自然的因果關係。 在《別有洞天》
（The
Universe Next Door）一書中， 雅各‧ 瑟尼

（theistic）的世界觀之重點整理出來；
他的有關一神論的概要， 反映了一些當

（James Sire）研究了不同世界觀的選擇如

代福音派最好的洞察力。 「它承認看不
見世界的真實性， 以及至高的創造者，

自 然 神 論（deism）、 泛 神 論（pantheism）及一元論（monism）。 他接著解釋

是與他的創造物分別出來及超越他的創

一神論， 並總結出八個基本要素。 這八個
要點從神學的角度， 為我們的討論作了一

造物的。 它也承認絕對道德的清楚定
義， 乃是來自一位終極的創造者。 它也

個很好的開始。

進一步承認在神的創造次序裡， 有邪惡
及美善的存在。 」10 雖然如此， 瑟尼的

9

1. 神是無限的、 個人化的（三位一體）、
超越的、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至高的
及美善的。
2. 神從無變有（ex nihilo）造出宇宙， 且
以統一的因果關係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
運作。
3.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和樣式造的， 所以他
有人格、 自我超越、 智力、 道德、 群居
性及創造力。
4. 人可以同時知道他周圍的世界和神自
身， 因為神將這樣的能力放在人裡面，
而且神採取主動與人溝通。
5. 人被造時都甚好， 但因著墮落， 神的形
像就因而被毀壞， 雖然不至到完全無可
挽回的地步； 透過基督的工作， 神展開
了救贖人類及開始恢復人美善的過程，
雖然任何人可以選擇拒絕這個救贖。
6. 對每一個人而言， 死亡可說是進入生命
的門， 與神和祂的百姓在一起； 或是進
入永恆， 與那唯一可以滿足人類終極渴
望的分隔之門。
7. 道德是超然的， 是根據神美善（聖潔和
慈愛）的屬性為基礎。
8. 歷史是有主線的， 是一系列有意義的事
件逐漸引向實現神對人類的計劃。

分析也反映了保守的福音派神學（evangelical theology）之弱點。 他也一樣未
能充足地處理靈界的議題。 可能我們應
該在這困擾裡給他一些建議， 並說他的
概要只是「有神論的」， 而非「聖經」
的世界觀。 不管我們如何詮釋他的論
點， 這八個論點還是未能指出聖經世界
觀的主要成分： 就是天使和魔鬼。 若要
發展聖經世界觀的正確神學根基， 一定
要加上另外兩點：
9. 神也創造靈體。 而這些靈體的首領背叛
了神， 並建立了對抗的王國。 撒但是這
些魔鬼及假冒王國的領袖。 然而， 還是
有一大群稱為天使的靈並有背叛神， 他
們仍然忠於神國的管理， 神的國會一直
繼續不斷地與撒但的國爭戰。
10. 透 過 基 督 及 祂 的 工 作， 撒 但 已 被 打
敗， 牠的王國已經被廢除了。 並且透過
聖靈已賜給教會能力擊敗撒但及其黑暗
的權勢， 在祂的託負之下， 要在世上萬
民中建立神國。
整全且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必定不單只
是在神學上的正確， 同時也必須完整。 它
必須涵蓋自然和超自然， 提供一個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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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觀察。 合乎聖經的世界觀也必須要
解釋靈界、 自然和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

間穆斯林正確地領悟到超自然的權勢影響

靈界和物質界在許多方面重疊及相互

著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看法可能太過了
些， 甚至迷信， 但在他們這些靈界的角度

交流。 靈體影響我們， 我們也影響靈界。
人可以被鬼附或被聖靈充滿。 巫師可以召

背後， 卻是真實的魔鬼。
瞭解這一點， 就可以增進我們按著他

邪靈來幫助。 透過禱告、 傳福音、 醫治病
人， 基督徒可以擴展神的國度， 這影響到
靈界。
另方面， 靈界對自然界的影響只是單

們的需要， 並透過話語與行為來與他們溝
通的能力； 同時， 也幫助我們識別聖經所
搭的橋樑， 談到有關他們的恐懼， 讓他們
與真理相遇。 它也推動著我們去追求他們

方向的。 靈界能侵犯自然界， 反之則不
然。 透過各個巫師的儀式和禱告， 邪靈可

生活裡的權勢層面， 以讓他們與神的能力
相遇。

以授權石頭、 戒指、 腰帶成為護身符。
聖經也提到靈界如何衝擊自然界。 例
如， 神授權摩西在埃及行神蹟（出埃及記
四章）； 祂也同樣恩膏保羅， 讓他可以行
「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
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惡鬼
也出去了。 」（徒十九 11-12）雖然這些
不一定是我們需要模仿的典範， 但它們也
說明了靈界可以影響自然的領域。
此外， 聖經亦提到靈界可以影響動
物。 神透過巴蘭的驢子說話（民數記廿二
章）， 及封住獅子的口以救但以理（但以
理書六章）。 耶穌也曾經准許一群鬼進入
群豬身上（馬可福音五章）。
如果我們嘗試去瞭解穆斯林民間的觀
念和動機， 我們便可以與他們有更有效，
且更合乎聖經的溝通。 對看不見之世界的
看法， 影響了保羅在使徒行傳與多神論者
及世俗主義者的互動。 與此同時， 今天的
教會拓植者必須要預備自己， 如同保羅在
以弗所書所形容的， 以面對合乎聖經的天
上與魔鬼及黑暗權勢的會戰。
超自然的原因並不只是人類學的觀
念。 聖經清楚地教導靈界衝擊物質界。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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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 p.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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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伊斯蘭教中的惡眼、精靈和護身符
艾美． 班奈特（Amy Bennett）
懼怕惡眼與精靈對穆斯林世界的民
間伊斯蘭教信徒來說， 是很普遍的
事。 他們相信這些邪惡力量足以毀掉幸福
與健康， 唯有透過繁瑣的儀式和佩戴避邪
物品才能逢凶化吉、 化險為夷。 西方的基
督徒認為惡眼是很令人費解的， 因此宣教
士們並未認真看待。 相信惡眼常是導致焦
慮的原因， 民間伊斯蘭婦女更是如此， 因

力， 卻非出本意的行動。
關於惡眼與嫉妒的關聯以及所產生的
強大力量， 常使穆斯林婦女倍受折磨。 不
孕、 單身、 寡居、 生活在一夫多妻制婚姻
中的妻子、 及身體有殘疾的婦女們， 常被
投以異樣眼光， 原因是社會大眾有先入為
主的觀念， 認為她們無論是在有意或無意

此必須從聖經的角度來察驗， 而非只是將
之當作毫無根據的迷信。 宣教士可以用不

間， 一定時常嫉妒他人並且能夠鑄造惡
眼。 同樣， 幸福美滿的婦女也可能深陷惡
眼的痛苦（新娘子、 懷孕的婦女、 富家

同的方式述說， 或許可以因此成為傳福音
的橋樑。

女）， 或是讓這些婦女感到快樂的人事物
（例如兒子、 另一半、 財富與地位）。 總

有關惡眼的信仰早已流傳了好幾百

之， 生活艱困的婦女最被可能指控為鑄造
惡眼； 而身材姣好、 生活優渥的婦女也常
害怕招致嫉妒。

年， 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文化。 雖然各國
的避邪方式不同， 然而這信仰的本質亙古
至今差異不大， 無論在現今的穆斯林世
界、 古以色列或是十六世紀的歐洲。 基本

嫉妒（第一一三章 5 節）， 穆罕默德在聖

的概念即： 若有人用強烈嫉妒的眼神看著
人們或事物， 便會為之帶來傷害。 嫉妒的

訓裡也認同這個觀念， 儼然已成為正統伊
斯蘭教的一部分。 雖然正統的伊斯蘭教思

眼神具有感染力， 成了帶來毀滅性的有形
力量， 甚至造成人或動物的傷亡無數。 穆

想陳明， 生命與死亡皆在真主安拉的手
裡， 然而許多穆斯林婦女仍在恐懼中掙

斯林深信惡眼所帶來的力量可能會被遭遇

扎， 深怕自己或孩子會被惡眼攻擊。 巴勒
斯坦有一句諺語說道： 「世界的三分之二
死於惡眼的攻擊， 剩下的三分之一死於未

不幸的邪惡之人不當使用， 因為單單一個
嫉妒的眼神， 就可以引發衝動、 具殺傷

古蘭經只有在幾處簡短地提到惡眼和

艾美大學畢業後立即加入與未得之民工作的機構恩光使團（Christar）； 已於巴基斯坦居住了一年多， 擁有達拉斯
神學院跨文化宣教碩士學位， 目前與丈夫在非州西北部與阿拉伯人一起工作。 www.chris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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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小心地保護自己免受惡眼的攻擊。 」
很多民間伊斯蘭的發展即源於這種懼怕

精靈有好壞之分， 惡精靈有其善良的一
面； 反之， 好精靈也可能有其凶殘的一

感， 特別是有關避開惡眼的方式， 6 例如
配戴護身符和念誦咒語； 此外， 還有人會
把醜陋的物品掛在心愛的人身上或珍愛的

面。 土耳其人普遍認為有些精靈是基督徒
的化身， 有些精靈則是穆斯林； 「基督

事物上， 以轉移惡眼的注意力。
對惡眼的恐懼不僅讓民間伊斯蘭婦女

儀式， 來移除其不好的影響。
民間穆斯林相信邪惡的精靈無所不

轉而採取保護措施， 也影響了他們的日常
行動， 以及是否願意接受基督教。 由於惡

在， 必須好好地加以安撫。 對於穆斯林世
界的某些地區， 這個概念深深地影響著日

眼容易引起別人嫉妒的目光， 使人有作惡
的念頭， 所以許多人便會避免招致人們的

常生活的每個層面。 就如《中東》（The
Middle East）商業雜誌一篇文章中的論證：

嫉恨。 譬如， 有些穆斯林會覺得有義務施
捨給乞丐， 以避免他們嫉妒的目光； 7 北
非的柏柏爾人不在飢腸轆轆的人面前享用
大餐， 免得一臉不是滋味的嫉妒眼神， 可
能會導致食物有毒。 8 更甚的是， 有時候
穆斯林會反對救援計劃、 醫療保健和讀寫
能力訓練， 因他們擔憂一旦生活有所改
善， 他們會更容易被惡眼所害。 9 同樣，
阻礙穆斯林轉變信仰， 加入基督教的其中
一個原因， 是因害怕成為人們注目的焦
點， 所以不願意從人群中站出， 更不願意
引來人們嫉妒的目光。

10

民間伊斯蘭教中的精靈與神靈

徒」精靈需要請基督教牧師或用基督教的

在摩洛哥， 如同在穆斯林世界的
其他國家， 並非所有的魔鬼或精靈都
被魔術師密封於瓶中。 至少在這些地
方， 精靈都生龍活虎地生活在洞穴
裡、 湍急的河水、 平靜的溪流中， 甚
至在陰暗潮濕的下水道都可以看見其
蹤跡。 精靈的存在和穆斯林的日常生
活， 交織成一塊色彩繽紛的畫布。 沒
有人會將滾沸的熱水倒入水槽， 小心
翼翼就是怕燙傷男精靈， 觸動他的怒
氣； 也沒有一位穆斯林在渡河之前，
不會不先畢恭畢敬地說「Bismillah」
（意即「奉安拉之名」）。

11

除了防備可怕的惡眼， 不少穆斯林因
為對精靈和邪靈的懼怕， 而使其生活全面

對抗精靈是場永無止盡的戰役： 是一
場又一場正與邪、 安拉與撒但雙方的拉距

癱瘓。 憎恨的眼神是一股「超個人的力
量」（impersonal force）， 是由旁人嫉妒

戰。 兩邊人馬對峙， 各有其追隨者， 可以
說是聖戰的一環。 12

的 目 光 所 引 起 的； 精 靈 是 位 格 存 有 者
（personal beings）， 在撒但的權勢之下為
所欲為， 樂於對人們所嫉妒的人施加災

精靈經常被認為是身體疾病、 精神疾
病、 死亡和流產的元凶。 當精靈搔小孩子
的肺部時， 這個孩子很可能就染上百日

害。 儘管西方的基督徒認為精靈和魔鬼顯
然不同， 然而穆斯林卻相信精靈和聖經裡

咳； 被精靈摑掌後， 全身就會癱瘓。 諸如
此類的例子層出不窮。 13 伊朗和蘇丹人相

所描繪的魔鬼有點類似。 許多穆斯林相信

信流產或胎死腹中是出於烏蘇本（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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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ubyan）之手， 一個所到之處、 殺人於
無形的女精靈。 14 民間穆斯林相信， 精靈
本質上是屬地域性的， 所以牠們會避開一
些地域如垃圾堆或積水， 或即使有必要進
入這些地域， 也會採取防護措施。 整個穆

女靈魂）。 民間穆斯林相信， 每個人都有
雙胞靈魂。 耶穌和穆罕默德擁有仁慈良善
的雙胞靈魂， 但是大多數人的靈魂都是邪
惡及愛嫉妒的， 會為其其雙胞靈魂帶來傷

斯林世界對於有關精靈的邪惡力量和安撫

害。 由於嬰兒的男靈魂和胎盤緊緊相連，
因此處理胎盤時需要遵照特定的習俗， 以

精靈， 以避免觸怒精靈的方式各有不同，
整本古蘭經也找不到任何經文能夠加以佐

示尊敬， 並得以安撫雙胞靈魂。 18 正如民
間伊斯蘭婦女一方面為孩子們的雙胞靈魂

證。 雖然方式各有不同， 不變的卻是對精
靈的恐懼。

感到極其擔憂， 另一方面又不敢想像自己
的雙胞靈魂會因嫉妒而意圖殺害孩子們及

害怕籠罩著民間穆斯林主要的生命週

尚未出生的胎兒。 在埃及， 如果一名婦女
所懷的幾個孩子均是在分娩不久後便夭

期事件， 舉凡生老病死、 婚喪喜慶。 對邪
靈的恐懼也在整個分娩過程中的迷信儀式
清晰可見。 許多婦女相信， 萬一沒有採取
充足的防護措施， 精靈會現身來搗亂， 導
致婦女流產、 胎死腹中等不幸事件。 懷孕
經常使新婚女性感到害怕， 因為在多數情
況下， 她身而為人和身為夫家成員的整個
存在價值， 完全取決於是否能夠平安地產
下健康的男嬰。 即使是受過教育及正統的
穆斯林婦女， 在懷孕和分娩的過程中依然
會遵守民間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
孕婦非得佩戴某些護身符不可， 並且

折， 一般會認為是被她的女靈魂所殺害；
為了逃脫女靈魂的爪牙， 夫妻必須一同參
與巫術儀式， 使這名婦女的子宮得以自
由。 19 一旦孩子安然出生， 母親就必須讓
孩子佩戴護身符， 以保護孩子免受她自己
或是孩子的雙胞靈魂的攻擊。

民間伊斯蘭教的護身符及防護措施
有關惡眼和精靈的信仰， 自然會創造
一些風俗習慣來抵擋它們的毀滅性影響。
雖然穆斯林男子和婦女皆相信超自然力量

要避免吃某些食物。 東南亞的習俗是， 絕
口不提及即將分娩的女性， 否則會引起精

確實存在， 但是婦女更可能求助於傳統的
做法， 以保護他們免於邪惡的影響。 由於

靈的嫉妒。 15 在巴基斯坦， 人們相信除非
胎盤出來， 否則不可以將臍帶剪掉， 以免
邪靈進入母體。 16 據說如果切實執行這些

她們的生活和自我價值乃是被包覆在家庭

分娩儀式， 將會對母親和胎兒形成一道防
護牆； 倘若任何一個步驟沒有切實執行，

護身符或是一般的物品， 通常也會被
當作帶來好運的吉祥物。 例如某些文化

厄運則會臨到。 17
而懷孕期間和分娩之所有儀式的目

中， 為了祈求上蒼保佑旅途平安， 會在車
上綁上嬰兒鞋和黑色的碎布。 在巴基斯坦
的公共汽車為了企圖轉移惡眼的勢力， 通

的， 乃 是 為 了 安 撫「雙 胞 靈 魂」
（qarinat； 每個嬰孩出生時就擁有雙胞靈
魂； 即稱作 qarin 的男靈魂與稱作 qarina 的

和家庭中， 因此使得她們往往可能採取偏
激、 迷信的手段。

常會在擋風玻璃貼上膠帶， 以戲弄精靈讓
牠誤以為車窗已經被打破。 此外，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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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製保平安的飾品， 例如在穆斯林世界
的市集隨處可見大規模生產的的「蘇萊曼

式， 以保護自己免受惡者的攻擊。 某些當
地所採行的方法顯然與祕術和魔法息息相

七 盟 約」（Seven Covenants of Suleim-

關， 有些則被社會廣為接受， 甚至經常在
不知不覺中進行。 最常見的祕術儀式之一

an）， 那是一種用藍色串珠串成的飾物；
還有諸如民間伊斯蘭術士為個人量身打
造、 獨一無二的祈福配飾。 即使很多婦
女否認這些民俗配飾的有效性， 但仍然願
20

意在孩子的衣服別上或戴上藍珠、 惡眼的
複製品如那扎爾（nazar）及護身符， 希望
藉此保護孩子避開惡眼的攻擊。
最常見的吉祥物是「法蒂瑪之手」
（the Hand of Fatima）
； 是一種大量生產的
手掌形狀的護身符， 在各式各樣的裝飾品
、
名貴的珠寶、 大型壁飾甚至是寵物用品，
都可以看到這種掌型圖案。 21 其他的護身
符則是其上刻有古蘭經經文、 穆斯林聖人
的名字和神祕咒語的小金屬盒項鏈。 許多
吉祥物和護身符只有在特定的場所才能找
到， 這些可以追溯至前伊斯蘭信仰。
配戴這些吉祥物， 並無法使民間穆斯
22

林們從他們的恐懼中完全得以自由。 這類
物品雖被認為具有保護的力量， 但是除非
擁有者能遵守某些儀式， 如齋戒禁食或閱
讀古蘭經的某些篇章， 否則神靈保佑的力

是伸出一隻手， 掌心向前、 手指張開， 指
向被懷疑具有惡眼的人。 在穆斯林世界認
為， 這是令人感到厭惡的手勢（計程車司
機在生氣怒吼的時候常會這麼做）， 卻是
對抗惡眼的強大武器。 25 如果穆斯林面臨
了對惡眼的懼怕， 他們最典型的反應是會
用手背擦拭額頭以求心安， 從而保護自己
沒有公然地侮辱到其他人。 26
另一種穆斯林世界無處不在的提防惡
眼的保護措施， 是經常念誦「瑪沙安拉」
（ma sha Allah）一詞， 意思是「憑安拉意
欲」。 說這句話的目的並非為了保護自身
安危以遠避惡眼， 而是為了保護其他人。
在整個穆斯林社會中， 非常忌諱讚美兒童
的好話， 他們認為這類稱讚是出於嫉妒，
可能吸引精靈和惡眼的注意； 因此在讚美
之後總會加上「瑪沙安拉」或宣告安拉意
旨成就的話語， 以證明這個人的讚美是出
於真心， 藉此化解咒詛的可能性。 27
類似這些補充加上「瑪沙安拉」這句

量無法展現。 而即使完全遵從所規範的
儀式， 這些吉祥物也只能安撫鬼魔， 並無

話的防護措施， 在正統伊斯蘭教中已被認
可， 並且穆罕默德亦大力宣揚， 雖然有些

法將之殲滅。 有些穆斯林認為， 護身符和
吉祥物不僅只有部分功效， 且會導致更大

人士認為這樣便曲解了正統。 最清楚的範
例可以在古蘭經中找到。 正統的伊斯蘭教

的恐懼。 有些人完全相信這些旁門左道能
使他們避開邪惡的力量， 遠勝過相信安

和民間伊斯蘭教都認為古蘭經的確蘊藏著

23

神祕的本質， 並應用在頁面和經文的編排
上。 尤其是民間伊斯蘭婦女， 甚至會把古

拉。 在這兩種情況下， 要求他們丟棄吉祥
物和護身符， 而單單地信靠安拉的保護，
簡直是比登天還難。 24

蘭經經文專門用於祕術作法的咒語。 28 由
於大部分的人士沒有能力研讀古蘭經的阿

除了上述的保護措施之外， 穆斯林的
男人和婦女亦試圖藉由採取一些其他方

拉伯原文， 因此通常認為古蘭經中的教訓
與他們無關緊要， 因此把這本經書當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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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惡者的護身符。 29 許多民間穆斯林婦女
通常會在家中的高處擺放一本古蘭經， 也

巫術， 以嘗試滿足其正當需求。 然而， 基
督是他們所有需求的真正答案， 祂渴望穆

會佩戴寫上古蘭經經文的小飾物以當作護

斯林能相信祂的名； 並因著對祂的信靠，
而經歷到祂的平安與賜福。 因此， 向民間

身符， 或是聆聽古蘭經朗誦， 冀望盡力為
家裡帶來保護和祝福。 對於許民間穆斯林
而言， 古蘭經本身儼然成了偶像。

基督與民間穆斯林的需求
民間穆斯林迫切地需要救主， 不僅僅
是為了他們永恆的救恩， 更是要將他們從
每天緊抓住他們不放的恐懼中釋放出來。
他們在無知的情況下使用護身符、 占卜和

穆斯林傳福音的宣教士們， 必須熟悉他們
因迷信而形成的信念與習俗， 並讓他們明
白唯有基督才能滿足他們所有的需求。 這
是在分享福音信息時很務實的方式， 以使
福音更能被瞭解和領會。
第六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286

斳雓 伊斯蘭世界

問題討論
1. 穆斯林信徒做出大眾伊斯蘭教的行為是為了滿足什麼需要？

2. 你或你所認識之人的哪些行動或言語像是在試圖左右神，使祂滿足你們的需要或
願望？

3. 在面對困難和超自然力量時，你如果單單表現出對神的愛和主權的信靠，那會是
什麼樣子？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Bill Musk, The Unseen Face of Islam, new ed. (London: Monarch Books, 2003).
觀察： 觀看一部電影或電視劇。 注意靈體或力量的角色。 這些不知名的信仰與大眾或
普世穆斯林信仰有何相同之處？
禱告： 在你自己的禱告中， 用穆斯林在拜功（salat）中的部分或全部「禮拜的六種姿
勢」。 請查閱第三課之「禮拜的姿勢」。
拜訪： 在國際市場購物， 向店主詢問不熟悉的食物。 在異國風味館裡點特殊的菜， 與
經理或服務員進行友善的交談。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三部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第七課

文化障礙
思考問題
 穆斯林和基督徒彼此之間有哪些錯誤的觀念？
 穆斯林為什麼如此重視社會生活？
 在你信主的過程中

， 你的家庭扮演了什麼角色？穆斯林家庭會如何影響一個人

信主的決定？
 有哪些穆斯林的價值觀吸引你？

課程目標
描述你對那些阻礙穆斯林信主的基督教文化之陳述的認識。 包括：
1. 我們與人交往的模式（注重神學而不是友誼）。
2. 歷史遺留下的障礙（包括十字軍東征和殖民主義）。
3. 穆斯林和基督徒對社會和人際關係的不同觀念。
4. 社會學和文化方面的誤解（在服飾、 飲食、 家庭和道德方面的行為差異； 例如：
飲酒、 電影和電視）。
5. 經濟和政治。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決定之谷
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十塊絆腳石
和解之路
關於選擇歸信
神的使者

290 頁
294 頁
298 頁
301 頁
302 頁
307 頁

基礎閱讀： 以色列或巴勒斯坦？
住在神的家中

313 頁

完整閱讀： 引向永生的生活方式
本土化與穆斯林社群

324 頁

推薦閱讀 & 行動

321 頁

326 頁
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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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嗎？
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
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嗎？你們就是
我們的薦信， 寫在我們的心裡， 被
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 你們明顯是
基督的信， 藉著我們修成的。 不是
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

才有這樣的信心。 並不是我們憑自
己能承擔甚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
的， 乃是出於神。 他叫我們能承當

© Caleb Project

的； 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
版上。 我們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

在印度交朋友

這新約的執事， 不是憑著字句， 乃
是憑著精意；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活。 」（哥林多後書三 1-6）
如同那些得到保羅書信的哥林多人一樣， 當我們與穆斯林建立深刻長久的友誼並
與他們意見交流時， 穆斯林將會認識到我們見證中的真理。
一個人不信耶穌， 通常不是由於神學
知識的疑惑。 一個穆斯林在考慮是否相信

一個還不成熟的對伊斯蘭信仰， 和新的、
陌生神學之間的對比， 可能會很快地侵犯

基督教時會思索：「我的家庭會作何反應？
我作這個決定會為我群體內的文化
、 政治
、

那些聽見我們的見證， 卻仍對基督教存有
偏見的人。 畢生信奉基督可能從一個個人

經濟或社會方面， 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
會如何影響我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誰會

的決定開始， 但是生命的抉擇卻很少由贊
成或反對任何信仰、 價值觀和行為的理性

成為我的朋友？誰會和我結婚？」即使是

爭論促成。 在一個使用間接溝通的方式更
能說服他人改變態度、 並多數人的意見主

在不以群體為重心的社會裡， 這些問題也
會影響到是否決定信耶穌。
同樣的， 一個人對福音信息的疑惑，
通常也不能由要跟隨耶穌的一次性決定而
克服。 對新信息的態度會漸進的改變， 而

導決定的文化氛圍中， 西方的直接溝通和
強調證據的模式， 可能會讓人覺得過於草
率並欠缺尊重。

第七課 文化障礙

對基督作回應的特點
認知：
影響：
推測：
自願：

對福音的瞭解
對福音的態度
對福音的評價
對福音的判斷

障礙
瞭解他們在文化、 社會、 歷史、 政治
和經濟方面的顧慮， 在我們接觸穆斯林的
過程中至關重要。 什麼是他們最深處的問
題和需要？一旦我們瞭解了穆斯林的文化
背景和我們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障礙， 我
們才能處理這些問題， 也才能找到與穆斯
林分享信仰的絕佳機會。 但是， 如果我們
不能處理好與穆斯林之間的社會學之關係
問題， 他們可能會在真正傾聽或看到福音
的美好之前， 就拒絕了我們的言行。 還
好， 人類還沒有研發出一種有效抵禦人際
關係中活出來的愛、 謙卑、 脆弱和真實的
措施。
許多時候， 穆斯林因著反對我們的文
化， 而無法專注在我們試圖宣講的福音
上。 伊斯蘭教部分建立在對基督教的「希
臘性」的反應上。 本課的問題是： 我們要
如何更清楚地傳揚福音， 並如何減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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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我們要如何肯定穆斯林社會的積極
因素， 並把這些因素當作建立符合聖經的
瞭解和世界觀的橋樑， 並呼求聖靈彌補指
正我們分享信仰的方法？
穆斯林強烈地反對所謂的基督徒的行
為： 不端莊的服飾、 無禮的飲食、 酗酒、
吸毒、 失衡的家庭、 墮胎、 同性戀， 和其
他在輸入穆斯林國家的電視、 電影和色情
作品中所顯示出的不道德。 我們無法只是
把這些當作西方文化的消極副產品， 或不
是真正基督教的描述而一筆勾銷。 許多穆
斯林還未見過厭惡這些行為， 並且能清楚
有效地表達他們的看法， 並誠實地評論自
己文化的基督徒。
想像你自己是一個穆斯林， 正在參加
教堂儀式： 男女隨意地坐在一起； 敬拜者
們都穿著鞋子， 而且在真主的面前還坐在
長板凳上； 即使儀式開始人們還繼續談
話， 隨著音樂擺動身體， 敬拜的舞蹈由穿
著不端莊的女人們所表演； 而且聖餐中還
供應酒！哪個穆斯林怎麼可能不大聲驚
呼： 「真主啊， 請把我從這個迪斯可舞廳
救出來吧！」我們的穿著、 飲食、 在穆斯
林中間居住時間的長短、 對待他們文化的
態度、 如何使用金錢、 教養子女、 甚至是
住什麼樣的房子， 都會影響穆斯林對基督

帶刺的鐵絲網
善良的宣教工人們帶來的冒犯， 常常樹立起一堵巨大的帶刺鐵絲網。 聖經信息已經與
西方的經濟、 政治， 和一種極其西方化的宗教傳播方式交織在一起。
Phil Parshall, Muslim Evangelism (Waynesboro, Ga.: Authentic Media, 2003),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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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 保羅宣明我
們要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礙

在被基督改變的同時， 仍保留他們原有的
文化習慣。

（參哥林多前書九 12）。 唯一可接受的絆

歷史所遺留的障礙， 也影響著穆斯林
對基督教的看法。 對我們而言， 十字軍東

腳石只能是基督， 而不是我們的文化行
為。 因此， 保羅在文化上成為猶太人， 為
要得著猶太人； 成為希臘人， 為要得著希
臘人。 我們當然可以為穆斯林做同樣的
事。 在歌羅西書和其他經文中， 保羅強烈
地主張希臘人不需要採用猶太人的做法而
成為基督徒。 當然， 我們可以允許穆斯林

征和殖民主義可能已經是陳年往事， 但是
當他們理解現在發生在以色列、 波士尼
亞、 科索沃和伊拉克的事件時， 這些記憶
依然迴蕩在穆斯林的腦海中。 我們能先作
民族主義者， 再作符合聖經的基督徒嗎？
聖經對貧窮和政治受壓迫的人們是怎麼說

攔阻慕道者的文化和社會障礙
偶爾的禁食
西式的假期
傳統的葬禮（棺材）
使用十字架標誌
誤解的宗教術語

吃豬肉

割禮
婚禮傳統
養狗當作寵物

Source: Phil Parshall, © Caleb Project

出生儀式

聖經權威以及
瞭解神的本性

教堂建築

與耶穌基督的聯合

禱告形式

敬拜的日期及形式
西方教派
西方敬拜歌曲
使用耶穌像
穿著打扮

基督徒名字

第七課 文化障礙

的？我們難道只在基督徒受壓迫的時候才
作出反應， 而對更多的穆斯林受到「穆斯
林」獨裁者的傷害， 卻置之不理嗎？許多
基督教人道主義組織對所有有需要的人，
不論其宗教背景， 在提供援助的方面都有
傑出的紀錄； 基督徒可以再進一步， 尋求
和解、 請求饒恕並敦促政府解決影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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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轉變成基督徒後， 我們總是延遲為
他們施浸， 直到他們的行為模式被認可。
這樣做的後果， 就是浸禮變成了一種通過
的儀式而不是歡迎加入團體的慶祝。 然
而，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們所遭受的不尋常
的隔絕感， 是西方基督徒們所無法理解

林的長期爭端嗎？

的。 他們渴慕群體生活以填滿因他們放棄
的東西而留下的空虛， 特別是在他們的家

我們通常會把經濟和政治的問題， 視
為非宗教話題。 穆斯林如何感受被西方國

庭也因為他們新的信仰而棄絕他們時。
為要成為穆斯林的好朋友， 我們需要

家虐待、 人權遭受不公正裁決的紀錄， 以
及如何看待西方流行文化和產品的氾濫：
我們可能還沒有把這些敏感問題列入如何

瞭解其政治和經濟的實際情況。 我們應該
鼓勵他們指導我們學習他們的文化、 語言

將基督呈現給穆斯林的因素中。 我們可能
會試圖儘快地把我們自己與「基督教」政
府的政策隔離開來， 我們也可能與新聞中
的西方「基督教」人士持不同意見， 但是

和價值觀。 建立信任需要時間， 就如同尋
找那些對屬靈問題敏感， 或正在尋求神的
人也需要時間一樣。 早期教會在群體問題
上， 如合一、 道德、 權力、 可接受的食

我們應該用更堅定的聲言反對這些事情

物、 自由、 標準、 敬拜的重要性、 團體生
活和愛等方面， 有過很多的掙扎。 哥林多

嗎？「耶穌會怎麼做？」這句話應該不僅

前書和後書就致力於幫助新信徒與這些困

僅應用於孩子們順服他們的父母。 基督教
價值觀會帶來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後果， 不

難作搏鬥。 面對所有這些複雜事物的主要
解決方法之一， 是在信徒團體中間展開活

管是猶太人的剝削問題， 或是巴勒斯坦基
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問題， 或是我們自身

躍的屬靈個人活動， 並以聖靈在我們裡面
的工作為證據。 我們渴望向穆斯林朋友表

的問題。

達我們對基督的愛和關於救贖的聖經真

最大的實際需要，
最大的力量
另外， 西方文化對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經常是重視一致和群體， 而非個人的社會
中引起摩擦。 穆斯林時常把西方的基督徒
視為在人際關係方面既不忠實又冷漠的
人。 我們總是傾向於交朋友， 並在本已獨
立、 不順應社會或文化反叛的個人中， 鼓
勵對福音的回應， 如此就削弱了在穆斯林
背景中之教會生活的團體力量。 此外， 當

理。 然而， 我們不能只靠勸說。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為施浸， 乃
是為傳福音， 並不用智慧的言語， 免
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哥林多前
書一 17）
弟兄們， 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
祕。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
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
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 又軟弱，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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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怕又甚戰兢。 我說的話、 講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
和大能的明證，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
的智慧， 只在乎 神的大能。 （哥林

進深閱讀
Anne Cooper and Elsie Markwell, eds. Ismael, My
Brother: A Christi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Grand
Rapids: Monarch Books, 2003).

多前書二 1-5）
─K.S.， 編者

決定之谷
林蒂（Lyndi Parshall Thomas）
那是一個美麗炎熱的晴天。 一隻雞
竄 過 了 馬 路。 阿 克 巴 汗（Akbar

個宣教士所講的東西。 人們說他的態度改
變了， 而且他現在比以前和善多了， 有耐

Khan）邊看， 邊朝村裡市場的方向走。 他
拐到了滿是塵土的街上， 眼前就是街頭巷

心了。
阿克巴汗的好奇心越來越強烈。 這個

尾所議論的話題。 一幢高大的亮黃色的建
築聳立在他面前， 在早晨耀眼的陽光下閃

宣教士說的是什麼？他村裡大多數的人都

閃發光。 他站在一旁角落裡靜靜地觀察。
人們穿著最好的衣服走進大門。
就在昨天， 他父親還嘲笑著被大伙兒
稱為宣教士的那個人。 阿克巴汗不太確定
自己對那個人的想法如何。 他在那個他們
稱之為「教堂」的建築開工的時候， 就已
經在觀察他了。 那個宣教士總是穿著乾淨
的西裝， 而且好像有很多套那樣的衣服。
當然， 如果他拿得出錢蓋這棟建築， 那麼
他一定還能剩下不少錢。
就在那時， 他看見穆罕默德， 那個銀
匠， 也走進了教堂的大門。 阿克巴汗好奇
地觀望著。 有傳言說穆罕默德已經信了那

用鄙視的態度談論那個白人。 他們嫉妒他
的錢， 也不明白為什麼他不用錢幫助他
們， 反倒花錢蓋了這麼一座可笑的房子。
一個小男孩追著一頭離群的乳牛， 撞
到了阿克巴汗， 這才讓他想起來他本來是
要察看一下燈的價錢。 齋戒月馬上就要到
了， 他想要買一盞好燈， 好在黎明前吃東
西時照明用。
阿克巴汗很想走進這座外國教堂， 親
自瞧瞧裡面究竟是怎麼回事。 如果他進去
了， 他妻子鐵定會生他的氣。 慢慢地， 他
朝門那裡走去， 注意到在高牆的頂端有帶
刺的鐵絲網。 那是為了防止討飯的孩子闖
進去而安置的。 接著， 他抬頭看著高高立

林蒂是住在孟加拉的宣教士的女兒， 她在馬尼拉的「信心學院」（Faith Academy）就讀高中的時候， 寫了這篇作
品。
改編自 Phil Parshall, ed., The Last Great Frontier (Philippines: Open Doors with Brother Andrew, 2000), pp. 185-88. 蒙允
使用。 www.opendoo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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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樓 頂 的 十 字 架。 多 麼 不 舒 服
呀！十字架！對阿克巴汗來說，
那是一個代表著憎恨的象徵。 它
讓他想起了在學校裡學過的關於
十字軍的故事（他的穆斯林祖先
是如何被舉著十字架的十字軍所
殺害的）。
阿克巴汗決定不再想十字架

© Caleb Project

了， 徑自走進去。 他對星期天去
敬拜的場所感覺有點怪。 通常，
他都會星期五去。 他沿著一條鋪
磚的小路， 經過了那位宣教士和
他家人所住的水泥小房子。 他向
裡面張望， 看見了一盞風扇吊在
天花板上。 多麼奢侈！電！為什

我們的行為如何影響穆斯林的想法？

麼？甚至連穆斯林的聖人也沒有水泥的房
子。 只有銀行家和其他高層人士才有電。
他接著走到了教堂的前門。 阿克巴汗俯下
身子解開涼鞋， 但是他注意到與坐在裡面
的人數相比， 幾乎沒有幾雙鞋子留在外
面。 多麼令人反感！在清真寺裡， 沒有人

起坐在女人那一邊， 阿克巴汗感到非常驚
訝。 他暗自希望沒有人也像他一樣感覺被
冒犯。
他的眼睛停在了牆上的一幅畫上面。
畫上的那個男人看起來還挺和善， 長頭
髮， 蓄著鬍鬚。 但是接著， 阿克巴汗慢慢

可以穿鞋。 他脫下涼鞋， 把它們放在那一
小堆鞋堆裡， 走進門。 他抬頭觀看屋子的

地看到了畫像下面的字： 「耶穌基督。 」
他簡直無法相信！沒有哪個穆斯林會把一

前方， 發現一個架高的講壇， 上面放著幾
本書。 他看見在講壇的後面掛著另一個十

位先知的畫像掛在牆上的！那是完全被禁

字架。
他的眼睛掃視了一下整間屋子。 屋子

止的。 他的思緒被一個跑過去的小男孩打
斷了。 他轉過身想找一個可以洗臉、 手和
腳的地方。 當然， 他們一定會像在清真寺

裡擺滿了椅子

都是新的。 這個白人的
錢都是從哪裡來的？「與在清真寺裡人們

裡一樣， 有一個清潔的地方。 但是， 不，
根本沒有。 他沿著中間的通道走， 想找他

坐在地板上比起來， 多麼不同啊！」他
想。 他注意到男人們坐在一邊， 女人們坐

認識的人。 他看見了幾張熟悉的面孔， 但
他還是決定單獨坐著， 以便自己可以默默

在另一邊。 這還不錯， 但是就連這點也很
特殊， 因為女人們通常不會去清真寺。

地分析這個儀式。 他找到了一個座位後，
就坐了下來。 拿起了一本書， 他發現這本

在前排， 坐在一起的是那個傳教士的
家人
夫妻和兩個女兒。 看到他們都一

書很厚， 裝訂得也很整齊。 他翻開書， 試
著閱讀， 但是他不太明白裡面的詞句。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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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個詞是「聖經」。 這是基督徒們的
聖書！難道他們就這樣把它隨便放在這

花， 就思索， 不知這些花是用來裝飾的，
還是獻給這個耶穌的。 他注意到一張紙掉

裡， 任其可能被弄髒或弄皺？他們難道不
在乎有人可能會把它掉在地上， 或是用不

在地上， 是一個小孩子掉的。 在那張紙上
有一小幅圖畫， 畫著一小塊柵欄圍起來的

乾淨的手碰觸它嗎？

地， 裡面有些動物。 他看到一頭牛、 一匹
馬， 和一頭豬。 一頭豬！多麼可怕。 哦，
對了， 那個傳教士不認為豬肉是不好的。

他抬起頭， 看到那個傳教士的孩子到
處跑。 在清真寺裡， 孩子們是不允許惹人
討厭的。 那些孩子們正在把玩和他手裡一
樣的書
聖經。 傳教士們難道不在乎他
們的孩子們對聖書不敬嗎？
阿克巴汗發現在管風琴的旁邊有一些

現在他回想著， 阿克巴汗想起有人曾經告
訴他， 那個傳教士曾向一個基督徒屠夫買
過豬肉。 他們真的吃不潔淨的肉！
他又抬頭看那個白人和他的家人。 他

傳福音是一個過程
「那麼， 有多少人在你上次的福音宣教旅行中得救？」這是不是常聽到的問題？或者
「有多少人受浸？」「有多少人加入你的教會？」為什麼重點總是在數字上？我們以目標
為導向的文化， 常常束縛著我們、 欺騙我們， 認為數字和事件就可以說明事實， 可以衡量
任務。 如果有人督促我們為那樣的目標負起責任， 我們會感到滿足嗎？
福音宣教是一個進程
一個交朋友、 支持和愛的過程， 而且我們的進展， 應該以變
得滿有基督身量的目標為標準來衡量。 我從神的話語中得到鼓勵， 特別是祂的僕人保羅的
見證： 「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神叫他生長。 」（哥林多前書三 6）我們都在神
的禾場上有各自的「分工」， 但是神是叫種子生長並按祂的時間賜予救恩的那一位。 在穆
斯林中間的事工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是許多年， 才能看到初熟的果子。 因為神是
掌管出產的那一位， 我們應該享受這些友誼和這個過程！
我在海外工作的時候， 我的同工彼得交了一個名叫穆罕默德的穆斯林朋友。 七年之
後， 彼得說出自己的沮喪， 懷疑他是否在這段友誼上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儘管彼得幫過他
許多次（他幫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穆罕默德很少表達任何對屬靈問題的興趣。 我們小
組為他們兩人禱告， 鼓勵彼得繼續努力。 在接下來的那次會議中， 彼得帶來了令人興奮的
消息──穆罕默德告訴他： 「我認識你已經七年了， 而且時常懷疑你是否是我真正的朋
友， 還是我只是另一個有可能歸信基督教的人。 如今我已經確定你真的一直都是很關心我
的朋友， 現在我想要受浸。 」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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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穿的衣服多漂亮啊。 那隻手錶在陽光下
閃閃發光。 看著那個傳教士的妻子， 他發

來好像向他乞討似的。 他懷疑那些錢要做
什麼用。 那個白人的錢已經夠多的了！

現她穿著一件無袖的長裙。 就算是上層的
婦女在城裡， 也不會穿著無袖的罩衫配上

又一次， 那個傳教士站起來開始講
話。 阿克巴汗聽了一會兒， 但當他聽到
「耶穌」一詞的時候， 就再也聽不下去了。

沙麗。 那是有傷風化的！他注意到在她禱
告的時候， 她也沒有戴任何可以蒙頭的。
就在那時， 那個傳教士起身站在前面
開始講話。 他歡迎了大家， 接著公佈了一
些事。 然後他告訴他們把詩歌本翻到第 30
頁。 他們是要唱歌嗎？
果然， 一個男人站起身走到管風琴前
坐下， 開始彈奏起來。 這對阿克巴汗來說
很奇怪， 因為穆斯林只念誦他們的歌曲。
阿克巴汗伸手拿起了他看到的唯一的
另外一本書， 找到了那頁。 他不太識字，
有點跟不上節奏， 所以他就只是聽著。 那
首歌的曲調聽起來完全是外國的風格。 他
可以感覺到每個人唱這首歌都有點困難。

身為穆斯林， 他只是把耶穌當成一個生活
在很久以前的好先知
而不是「真主的
兒子」。 想像真主與馬利亞同房生了一個
兒子， 取名叫耶穌， 是多麼令人可憎啊！
那個傳教士講完了之後， 就開始禱
告。 阿克巴汗注意到所有人都閉上了眼
睛， 但是他們卻沒有變換姿勢。 沒有任何
一個人伏在地上叩頭。 他們就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 這個宗教真是不同！
儀式結束後， 人們開始魚貫走出教
堂。 阿克巴汗站起來， 當他走到門口時，
那個傳教士向他握手， 還含糊地說了些他

相較起來， 他更喜歡用念誦的方式。
那個外國人接著站起來念了一段聖經

聽不懂的話。
他穿上了他的涼鞋， 踏上了馬路。 他
聽見有人招呼提醒大家當天晚上再來。 阿

裡的經文。 我的天哪， 什麼口音啊！在這
個國家待了十年之後， 他難道不能像我們

克巴汗走出了大門， 朝著羊肉鋪走去， 心
裡想著他的所見所聞。

一樣說話嗎？阿克巴汗注意到大部分本國

那天晚上， 他走去站在燈火通明的教
堂前面。 阿克巴汗看著人們走進去。 他站

的女人都蒙著頭， 但是那個白人婦女卻沒
有。 那個外國人念完了之後， 就坐下了，
儀式繼續進行。 他們接著說要收奉獻。 有
些男人站起來在人們中間傳遞一個盤子，

在那裡， 思忖著早晨的事。 朝右邊望去，
他看到了在遠處的清真寺， 有跳動的燭光
閃爍著。 他又回頭看了看教堂
然後轉

好讓人們把錢放進去。 在清真寺裡可不會
以這種方式進行。 這個教堂的體系， 看起

身， 開始慢慢地沿著滿是塵土的路， 走向
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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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十塊絆腳石
瓦利德‧ 拿瑟（Waleed Nassar）
自從共產主義垮台， 以及東歐和前
蘇聯對福音開放之後， 西方教會的

國家看作以色列的敵人， 又把穆斯林看
作吉哈德（Jihad）， 或「聖戰」之民的

許多人開始把目光轉向穆斯林。
近年來關於這個主題的書籍已有許多

聖經教師所帶來的危害， 遠比益處更
多。 我們不能在解釋聖經的時候侮辱穆

著述。 有些提供一種對中東和穆斯林之狹
隘的「預言性」哈米吉多頓式（世界末日

斯林
， 又同時期待他們回應我們的信息
。

善惡的決戰場）觀點； 另一些以更積極的
方式探討這個主題， 側重屬靈爭戰和宣教
策略。 我所關注的是我們的許多努力， 很
有可能會阻止西方教會向穆斯林傳福音，
除非我們在態度和行為上進行一些重大的
改變。 身為中東人， 一個有機會在西方培
訓穆斯林歸信的人， 我發現有十個主要的
障礙影響著穆斯林的福音工作：

3. 極端的民族主義
西方國家的美國信徒們之驕傲的民
族主義， 往往會取代了他們身為基督徒
的謙卑。 如果我們要誇口， 便必須要僅
僅指著主誇口（哥林多前書一 31）。 這
種狹隘狂熱的「愛國主義」與聖經完全
不相稱。 對所有非美國人， 特別是對認
為西方對他們的政策不公平的穆斯林而
言， 是一種冒犯。

1. 教會對以色列的政治偏見
西方教會經常無法看出中東的爭端
不只是以阿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 它是
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爭端， 可以追溯
到第七世紀， 穆罕默德和阿拉伯的猶太
人之間的摩擦。 如果教會想要接觸穆斯
林， 一定要竭力避免傾向於任何一方。
教會必須要把政治交託給神， 全心致力
於以一種愛而又無偏見的方式與穆斯林
們分享福音。
2. 大量對預言的教導

4. 放蕩的道德
沒有什麼比「說一套、 做一套」更
讓穆斯林們惱火了。 他們的宗教是一個
律法至上的宗教， 嚴格強調對道德冒犯
的懲罰。
對許多穆斯林而言， 某些基督徒的
公開、 顯而易見的罪， 是最大的絆腳
石。 我們必須謹記， 也要彰顯出來， 在
基督裡有自由， 但卻不是罪的自由。
5. 不合宜的生活方式

這是把穆斯林看作「哈米吉多頓預

其他的絆腳石還包括不平衡的「財

備燃燒的木材」之教導。 那些把阿拉伯

富」教導， 和許多西方基督徒的物質生

拿瑟是國際宣教之教師和福音宣教講員， 住在美國密西根州的地爾伯恩市（Dearborn）。 他曾寫過給穆斯林的福音
小冊子， 日前正著手完成一本關於向他們傳福音的手冊。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Ministries Today. July-August, 1994, p.80。 蒙允重印。 版權所有。 www.mnistriestoday.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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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不得體的穿著，
特別是在基督徒女性中間。 所有我培訓

美國人幾乎是沉淪於娛樂的， 而且
不幸的是， 無論是在實際上或是在神學

過的穆斯林對這一點， 都感到極其不舒
服， 也極其厭惡。 這些人是在西方已生

理論上， 這也已經侵蝕了教會。 穆斯林
因為這種敬畏的欠缺而興趣大減。 即使

活多年的人， 所以這個問題不單單是文
化適應的問題。 他們只是期待教會的價

是佈道會上過多的幽默， 也令他們感到
被冒犯。 他們悔改之後， 先前的穆斯林

值觀能夠在整體上高於社會的價值觀

們希望在享受與天父之關係的同時， 也
能繼續敬畏真主安拉（參瑪拉基書一

（參羅馬書二 24）。
6. 低級的敬畏
在穆斯林眼中， 我們向神禱告或談
論神的方式， 反映出我們對祂的敬畏
或說是我們缺少敬畏。

6）。
7. 對伊斯蘭教的無知
大多數西方基督徒不瞭解伊斯蘭教
或其歷史、 信仰和做法； 即使瞭解， 也

穆斯林為什麼說「Insha Allah」？
穆斯林相信生命中所有的事都是真主所計劃的。 若非真主的旨意如此， 什麼也不會發
Insha Allah（若安拉
生。 因此， 在整個穆斯林世界， 你都會聽到這個阿拉伯語的短句
意欲）。 生活中的每一天及每個情況都會如此。 有時這句話也被用作「說不」的禮貌方
式。 許多人批評這個觀點太宿命， 會導致悲觀主義、 自滿情緒以及消極情緒； 根據這種敬
畏的情緒， 因為真主是全能的， 信實的人不會使用任何手段來改變未來之事。 「真主欲使
誰遵循正道， 就使誰的心胸為伊斯蘭而敞開； 真主欲使誰誤入迷途， 就使誰的心胸狹隘，
﹙要他信道﹚， 難如登天。 真主這樣以刑罰加於不信道的人。 」（古蘭經六 125）。
尤素福阿里（Yusuf Ali）對古蘭經七十六章 30 至 31 節的註腳解釋道： 「人自身是軟
弱的； 他必須尋求真主的恩典； 若無恩典， 他一事無成； 若有恩典， 他則萬事皆通。 因真
主通曉萬事， 他的智慧明瞭萬有之善。 那本是出於他公義且明智的計劃。 若人意正確， 其
中有真主的恩典和憐憫； 若人意拒絕真主， 他必要遭受懲罰。 」1 其所指的經文說： 「除
真主意欲外， 你們決不意欲。 真主是全知的， 是至睿的。 他使他所意欲的人， 入在他的慈
恩中。 至於不義的人們， 他已為他們預備了痛苦的刑罰。 」（古蘭經七六 30-31）
反之， 許多基督徒並不是每天都尋求神對明天的帶領： 「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 或做那事。 』」（雅各書四 15）
1. Yusuf Ali, The Holy Qur’an, 註腳 5861 及 5862。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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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 與西元一世紀猶太人對
撒瑪利亞人的憐憫之心等同。
充其量我們能表現出的， 是漠
然和無動於衷。 如果我們想要
向穆斯林傳福音， 那麼這種對
他們的靈魂之敏感和關心的缺
乏， 必須被神的聖靈改變。
9.缺乏禱告和傳福音的事工
可悲的是， 西方的教會常
常是沒有禱告的教會。 西方的
生活節奏如此之快， 如此之繁
忙， 以至於人們不知道如何擠

© Caleb Project

出時間禱告。 與上文所提到的
這些阻礙加在一起， 就可以明
白為什麼面向穆斯林的福音事
我們是否經常為穆斯林的需要禱告？

所知不多。 這種無知所帶來的後果是，
人們不公正地把霍梅尼（Khomeine）、

工， 是所有宣教工作中最薄弱
的環節了。
10.對穆斯林文化的鄙視
我曾經聽過一個牧師對他的會眾

薩達姆‧ 侯賽因（Saddam Hussein）以
及伊斯蘭 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

說： 「我很慶幸我沒有出生在伊朗或其
他那些國家。 」某種程度上， 我瞭解他

mentalism）的傳媒形象加在所有穆斯林

的感受， 但這絕對不應是從講壇上表達
出來的態度。 如果有一個伊朗人那天正

的頭上。
這種瞭解上的欠缺， 也在佈道會上
反映出來。 我曾見過佈道者大喊「安拉
不是神！耶穌基督才是！」的時候得到
熱烈的掌聲， 而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
「安拉」在阿拉伯語中是唯一意指神的
詞句。
8. 缺乏憐憫之心
今天大多數基督徒對穆斯林的憐憫

坐在人們中間， 那麼將會如何？
西方教會傾向於蔑視所有非西方文
化。 我們需要開始賞識穆斯林傳統中的積
極面
如親密的人際關係和熱情好客。
我們最終的呼召， 不是向我們的穆斯
林朋友呈現出基督教的西方化改良版， 而
是必須對他們展示耶穌， 他們才會回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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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信正文
九百年前， 我們的祖先在中東的戰場上打耶穌基督的旗號， 受恐懼、 貪婪和
仇恨的驅使， 他們背叛了基督的名， 使自己的行為與基督的願望和本性相違背。 十
字軍在你們人民的頭上舉起了十字架的旗幟。 由於這樣的行徑， 他們敗壞了和解、
饒恕和無私之愛的真正意義。
適逢第一次十字軍紀念日之際， 我們也舉起基督的名。 我們希望重踏上十字軍
走過的道路， 為他們的所作所為道歉並彰顯十字架的真正意義。 我們深切地為先人
在基督的名義下所施的暴行表示遺憾。 我們宣佈棄絕貪婪、 憎恨和恐懼， 並譴責所
有打耶穌基督旗號的暴力行為。
在他們受憎恨和偏見所驅使之處， 我們獻上愛和兄弟情誼。 耶穌彌賽亞來， 是
為了給予生命。 原諒我們使祂的名與死亡聯繫在一起。 請再次接受彌賽亞話語的真
正意義：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
告： 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
年。 」（路加福音四 18-19）
臨行之際，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祝福你們。
進深閱讀
Christine A. Mallouhi, Waging Peace on Islam (London: Monarch Books, 2000).

和解之路
SOON 線上雜誌
1996 年復活節星期天的早晨， 「和
解之路」的步行活動從德國科隆市

在所謂基督教的名義下進行的， 而且人們
從未忘記這些暴行。

開始。 九百年前， 第一次十字軍也是從同
一地點啟程的。 一大隊的基督徒開始沿著

當那些基督徒（1996 年）走過同一條

許多年前十字軍士兵走過的公路步行。 他
們沿著不同的路線走， 穿過前南斯拉夫，
在秋天抵達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十字軍在
二百多年間， 對阿拉伯人及猶太人犯下了
種種暴行； 更糟的是，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

古老的路線時，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禱告，
並請求他們遇見的穆斯林原諒十字軍士兵
在九百年前的行為。
林恩‧ 格林（Lynn Green， 這次行進
的領袖）報告說： 「我們步行中， 那一天
最重要的點是拜訪在科隆的一座土耳其清

改編自 SOON Online Magazine. “The Reconciliation Walk” (May 6, 2003). www.soon.org.uk/page15.htm. （引自 2004 年
十月十日）.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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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寺和教學中心。 前一天， 一位當地的基
督徒就已經聯繫了那裡的伊瑪目， 交給他
一份列印出來的道歉信， 並問他， 我們是
否可以拜訪那座清真寺？
「我們被領進一間諾大的禱告室， 裡
面已經聚集了約二百名男人和男孩。 女人

言）說： 『當我聽到你們信的本意時， 我
楞住了， 同時也充滿了希望。 我想， 不管
這個想法是誰的， 他一定是經歷了神靈顯
現， 一次真主親自的降臨。 我祝願這個活
動能圓滿成功。 』
「接著， 他私下告訴我， 許多穆斯林
也已開始省查他們自己對基督徒和猶太人

和女孩則待在旁邊的屋子， 那位伊瑪目也
指導她們讀那封信。
「當大家都在地毯上坐好後， 那位伊

所犯的罪。 他說我們的榜樣， 會幫助他們
明白如何處理以往的罪。 他答應把這封道

瑪目對我們表示了歡迎。 然後我說明我們
的來意， 乃是為了十字軍東征期間， 以基

歉信送到歐洲的二百五十座清真寺。
「在十字軍東征時期， 科隆人民起

督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罪行而道歉。 道歉
信以德語、 土耳其語和英語分別朗讀出

義， 消滅了所有的猶太人。 所以那天我們
在會堂附近停頓了一下， 懇求神的祝福和

來， 並受到了長久且大聲的鼓掌。
「接著那位伊瑪目（他精通這三種語

醫治。 」

關於選擇歸信
編者的話
我們對歸信本質的瞭解， 會影響我們如何與穆斯林朋友交往。 由幾位經歷過
迥然不同之穆斯林文化的作者關於這個主題的評注， 將會幫助我們更加瞭解歸信。

改變的形式
大衛‧ 申克（David W. Shenk）
一個人歸信之後， 會經歷哪些形式的
社會和神學的改變？在歸信的過程中， 世

界觀會受到影響嗎？還是方向性的改變只
發生在文化和心理的價值層面上？在許多
所謂的基督化的社會裡， 教會已經建立起
與主流文化較為舒適的和諧關係。 應該期
待穆斯林們進行一種與其文化更為徹底的
切割， 還是基督徒們在所謂的基督化的文

申克博士是美國賓州瑟蘭加市的東部門諾會事工委員會的全球宣教顧問。 他出生於坦桑尼亞的一個宣教士家庭，
曾於索馬里、 肯亞和美國工作， 也曾在立陶宛教過書。 他曾寫過十多本有關宣教與福音及與其他宗教關係等方面
的書籍。
改編自 David W. Shenk, “Conversations Along the Way,” in J. Dudley Woodberry, ed., 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Monrovia, Calif.: MARC Publications.。 經威莫穆斯林研究院（Zwemer Institute of Muslim Studies）允許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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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裡， 更應該採取這樣的措施？何況從許
多角度而言， 伊斯蘭文化可能比世俗的基

外一個任務， 就是為伊斯蘭教本身作見
證， 呼召伊斯蘭教精神的改變。 呼召人們

督化的文化更符合聖經。
儘管這些問題都很緊要和顯著， 我們

在對待婦女和家庭的態度、 人權或生態等
問題時， 藉著耶穌的靈來思考。 聖靈呼召

仍意識到歸信的中心點， 乃是把生活的方
向調整至對耶穌基督為主和救主的專一的

人們體認到在他們中間一個見證的教會之

委身， 以及驚奇地發現神是我們慈愛的天
父。 有時歸信是一個事件， 而歸信對穆斯
林們來說更是一個過程。 我們自己小組裡
的許多人（申克工作所在的文化裡）在歸

合理性。 教會的存在應該成為對穆斯林社
會整體來享受更全面生活的邀請。 為這個
群體的平安禱告
， 也是最重要的事工之一
。

謹慎的見證

信後， 已經歷到許多逼迫。 然而， 認識耶
穌為主和救主以及天父上帝之寶貴， 是值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得為之受苦的。 其委身的結果各不相同又
令人著迷； 它們在心理和文化的不同層次
裡運行。 但是， 在每個文化裡， 每個人的

通常， 我們很少思考在歸信的過程
中， 所牽涉到的社會學問題。 提姆‧ 馬瑟
尼（Tim Matheny）解釋道：

內心、 歸信的中心點都是承認耶穌基督是
主和救主， 以及神是我們慈愛的天父。 聖
靈啟示讓人明白耶穌是主， 並結出果實，
帶來悔改並委身於基督之新造的人。
然而， 我們也清楚意識到， 在某些情
況下， 個別承認相信基督的穆斯林並不能
完全成為信仰群體的一員， 而且有些因此
轉回到穆斯林群體當中。 信徒們還經常面
臨著來自家庭和穆斯林社會的壓力。 他們
可能會受到伊斯蘭社會經濟結構的排斥，
從而陷入貧困。 教會因此必須既要成為傳
福音並餵養的群體， 又要成為新信徒的新
家庭和支持來源。 新信徒不但歸於基督，
而且歸於教會， 所以教會必須準備好接受

在阿拉伯社會裡， 最開始接觸的
可能是年輕人， 但是作決定歸信的挑
戰， 應該向核心家庭或其延伸家庭的
家長提出。 給予其充分的時間作決
定， 在以群體為本的阿拉伯社會裡是
不可或缺的。
宣教工人傾向於鼓勵某些人， 特
別是易受影響的人站出來作個人的決
定， 而這樣很有可能導致整個群體反
對福音信息。 在一個群體能夠確定要
作出決定之前， 任何成員的抽離行
為， 都會立刻引起眾人對失去團結的
恐懼。

1

並鼓勵新的門徒。
我們還相信教會在伊斯蘭教中， 除了

在我們的宣教外展活動中， 我們不斷
地敦促單獨的歸信者回到他的朋友和家人

邀請個人進入彌賽亞的信仰之外， 還有另

中間， 謹慎地分享他的信仰。 這並非以會

帕沙是當今在對穆斯林事工方面的領導權威之一。 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自 1962 年以來， 就一直在孟加拉和
菲律賓與穆斯林們生活在一起。 他著作了九本關於基督徒在穆斯林們中間服事的書籍。
改編自： Phil Parshall, Beyond the Mosque (Grand Rapids: Baker, 1985), pp. 186-87.。 蒙允使用。 www.baker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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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社會反對的方式進行。 如有必
要， 我們會勸導新信徒在他人注意
到他生活中質的改變之前， 不要談
到他個人歸信， 如此就可以為一種

© Caleb Project

無聲的見證打開大門。 我們從一開
始就與歸信者極度坦誠： 我們告訴
他必須留在伊斯蘭群體之中。
我們的目標是看到在一定的地
理區域內， 有一小群信徒。 當理想
的社會力量和信徒們的成熟實現
在北印度， 鐵路將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隔開來

時， 才有可能為他們施浸； 因未成
熟時的浸禮， 已多次引起了伊斯蘭
社會的嚴重逼迫。

（羅馬書十二 1-2）已經被縮減為離棄偶

與基督個人的關係

像， 在基督裡轉向真神（帖撒羅尼加前書
一 9）之行為上的改變。
而保羅把歸信看作一個持續的過程，
從基督的力量與一個有罪之人的遭遇開

哈維‧ 康恩（Harvie Conn）

受敬虔派「個人靈修與純潔」的文化
薰陶， 宣教工人一直認為歸信是帶領「一
2
個外邦人中的個別靈魂歸向真神」
。 儘管
加入了對個人的社會所需的關注， 但這
種狹隘的個人主義信仰， 仍受到清教徒
3

始， 至神的兒子從天降臨才得以完全（帖
撒羅尼迦前書一 10）， 已經與榮耀分離開
來， 縮減到歸信只是一切的開始。 對個人
主義的著重強調， 以及作為歸信特徵的一

「恪守道德」的說教和新教徒的「學術保

步決定主義（one-step decisionism）， 是
被虔信派教徒們定義為神學理論的一種文

守主義」影響， 因而使歸信簡化至僅存悔
改的行動和信心， 與其他內容分離， 例

化偏見， 旨在反對大量來自歐洲的名義上
的基督徒。 這種偏見可以很容易地在穆斯

如： 分別為聖、 被天父接納等等。 其最終
結果， 便是淡化或完全失去了歸信是人們

林世界的基督徒群體中重複。 因此， 我們
必須繼續強調作為歸信基礎的個人與基督

整體上的更新（加爾文的觀點）， 以及我
們每天更融入基督國度的改變； 如同脫換
衣服般的歸信（以弗所書四 24； 歌羅西書

關係的必要性； 但是我們還必須要認識到
在世界不同文化中， 那種個人的關係並不

三 9-10）； 還有像逐漸的心意的更新變化

的， 而是通常在多人的、 團體內的判斷下

總是透過脫離團體的「個人」決定建立

康恩曾任美國賓州費城市的西敏神學院宣教學教授， 一直到 1999 年過世。 他曾以巡迴佈道者和福音宣教工人的身
分於韓國服事， 可說是當代城市宣教的先驅。
改編自： Harvie Conn, “A Muslim Convert and His Culture,” in Don McCurry, ed., The Gospel and Islam: A Compendium
(Monrovia, Calif.: MARC Publications, 1979), pp. 97-111. 公共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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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信的標誌
狄恩‧ 吉里蘭德（Dean Gilliland）

我在基督教神學院的非洲學生們， 被
灌輸穆斯林的宗教形式是一成不變的、 是
絕對錯誤的， 且帶有負面的訊息， 所以對
他們而言， 形式上給人以貶義的感覺。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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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杜（Hamidu）是已歸信基督者， 對他而
言， 穆斯林服裝不足以作為穆斯林身分的
標誌。
他的古蘭經是一本聖書， 和他新的聖
經一起被帶在身邊。 然而， 這些伊斯蘭形
式的意義使我的基督徒學生們無法容忍。
哈米杜是 1972 年我擔任校長時， 到北尼日
利亞神學院（Theological College of Northern Nigeria）就讀的。 他是由美國的友好

吉里蘭德曾為宣教士， 在尼日利亞（Nigeria）生活了廿二年， 從事神學教育工作並協助創建西非神學院聯盟（West
Afric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Institutes）。
改編自： Dean S. Gilliland, “Modeling the Incarnation for Muslim People: A Response to Sam Schlorff ” i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8, no. 3 (2000), pp. 332-33.蒙允許使用。 www.asmweb.org.

誰能贏得北印度？
斯蒂文（Steven）是印度基督徒， 他的家庭世代均跟從耶穌。 現在他在北印度的一個
城市向穆斯林傳福音。 「你知道的，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風氣， 印度人說： 『外國人都應該
回家去。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斯蒂文解釋道： 「現在我聽人說： 『南方印度人應該回
家去。 我們北方人可以做得比你們好。 』的確， 外來人會弄得一團糟； 人們肯定會帶來他
們的本族文化。 所以我們正努力動員當地人。 」
「我們這個城市斜著被一條鐵路分開， 穆斯林在一邊， 印度教徒在另一邊。 基督徒、
教會和基督教活動都在印度教那邊！兩邊中間有三座橋相連， 一座步行橋， 兩座較大的
橋。 基督徒們和福音應該過到橋那邊去。 我們正在為一個全城市的歸主運動禱告。 」
「我妻子現在參加一個與穆斯林婦女一起的星期五聚會。 她們讀古蘭經和聖訓， 但是
她們並不明白。 我妻子正在學烏都語（Urdu）， 並等待機會與她們談論聖經。 你會發現，
現在有許多穆斯林女性非常坦率。 她們告訴我們： 『我們想要自由地探索這個世界， 像你
們一樣。 』她們認為她們需要教育， 但是她們真正需要的， 其實是找到在基督裡的自
由。 」
「男人們可以在這裡做許多服事的工作，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女性。 主要的障礙是丈
夫們。 我們需要能夠看到迫切需要， 並能夠來這裡的基督徒男性， 帶著他們的家庭一起
來， 並允許他們的妻子加入對這些穆斯林婦女的服事中。 」
摘自： Marti Smith, www.calebresour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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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送到那裡的。 學生們對哈米杜的信主
經歷， 印象頗為深刻。 當他作禮拜的時

上風。 我失去了帶領神學院學生們學習如
何栽培一個寶貴的新信徒， 及示範他們需

候， 他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 要以爾薩麥
爾 加（Isa al-Masih， 即 耶 穌 彌 賽 亞）之

要明白之道理的機會。
要指出的是， 形式和意義可以被人為

名， 結束他的穆斯林祈禱。 就是這個事
件， 開始了他歸向耶穌的旅程。 他成為相

左右。 當然， 情況會各有區別。 我曾見過
事情的意義對作決定的個人而言， 是「可

當積極進取的信徒！我讓他在學院的禮拜

變通的」。 附加在形式上的意義不能以絕
對的方式， 強制在一個特定地點的個人能

上朗讀聖經， 他也同意了。 最初， 他用阿
拉伯語朗讀了引支勒裡面關於爾薩的經
文， 然後又朗讀了福音書裡面有關耶穌降
生的經文； 更具爭議的是， 他在講壇上渾
身上下穿的都是穆斯林服裝， 還戴著瓜皮
帽（taqiyya）。 他在那之前， 並沒有問我
是否可以這樣做， 而我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才好。
當哈米杜讀完的時候， 會場裡一片驚
愕。 學生們開會， 要求他離開學校。 作為
校長， 我不得不解釋。 我試圖向理事會
（西方宣教士）和尼日利亞教會領袖們為
他辯護， 說他只不過是採取的形式和其意
義不同而已。 哈米杜完全不瞭解基督徒所
處的環境， 促使他們一見到穆斯林形式就
立即排斥。 結果是， 當他拒絕他們要他完
全並立刻脫離他原來的文化之要求時， 他
們讓他離開了學校。 我參與了這一切， 而
且後悔莫及， 我不應該讓「形式等同意
義」（form equals meaning）的觀點占了

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 有一點是我要特別
說明的， 即我們必須相信， 不管一個人的
景況如何， 聖靈都可以把 metanoia（希臘
文， 意指悔改）放在一個穆斯林的心裡，
並帶領他跟從耶穌。 而悔改所彰顯的方
式， 則總是按特定的環境而定； 重要的
是， 要幫助穆斯林信徒尊耶穌為主和生命
的新中心。
章節附註
1. Tim Matheny, Reaching the Arabs: A Felt
Need Approach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81), p. 63; cited by Phil Parshall, Beyond the Mosque (Grand Rapids: Baker, 1985), pp. 186-87.
2. Christensen, Jen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Muslims (Upper Darby, Pa.: North Africa Mission, 1977), p. 118.
3. Verkuyl, J., Contemporary Missi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pp. 176-81; cited by
Conn,“Muslim Convert,”pp. 9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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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使者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神的溝通者
成為宣教士是一個美好的呼召和特

經費

權。 能夠與數以百計的外國宣教士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互通往來， 是我的樂

「向人看齊」是有必要的， 並且所有
不符合他們標準的人， 都應受到譴責； 還
有些人強烈地認為， 他們必須為家人的精

趣。 總括來說， 他們對我產生了非常積極
的影響。

神和身體健康著想， 而以西方的標準生
活。 他們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說當地人會

成為宣教士的呼召， 有其獨特之處。
一名宣教士必須有適當的高等教育、 跨越
地理界線、 離開自己所愛的人、 在經濟上

瞭解他們的需要。 在這兩種極端之間， 我
們可以找到任何可以想像的觀點。

犧牲（雖然不總是如此）， 以適應一個新
的語言和文化； 還得在一個緊密團結的團

條。 這一事實， 為西方宣教士和當地人之
生活標準的矛盾設下了鋪墊。 一位在巴基

隊中工作。 與此同時， 宣教士們必須敞開
自己接受批評， 不論批評是來自朋友或是

斯 坦 的 韓 國 宣 教 士 柴 沃 可（Chaeok

來自敵人。 他們必須願意重新評估神聖不
可侵犯的方法論（methodology）。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都十分蕭

Chun）， 在談論到這種緊張的狀況時說：
「我認為今天基督教宣教士的形象， 從亞

薩 伊 德（Saeed Khan Kurdistani）博

洲人的觀點來說， 是一種舒適和特權的形
象。 因此， 亞洲人很容易排斥宣教士並誤

士是一位傑出的伊朗基督徒， 於 1942 年。
在 1960 年過世， 有個人去了薩伊德博士生

解他的訊息。 」1
西元七世紀和八世紀的愛爾蘭僧侶

活和服事過的地區。 這位訪問者問當地的
一位老年人是否認識薩伊德博士。 那位老
人屏住氣， 低聲說道： 「薩伊德博士真的
是基督的化身！」可以恭敬地說， 這就是

們， 以他們的苦行主義而聞名。 他們所有
的裝束只包括一根朝聖用的拐杖、 一個錢

我們的目標。 但是隨著我們邁入一個新的
禧年， 需要認真地審視一些實際的問題，

會很快地把錢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2
這是當代宣教士們的合宜典範嗎？唐

如宣教士的經費、 住處、 知識生活和教會

納‧ 馬蓋文（Donald McGavran）博士以
這種方式建議道： 「來自富裕國家之宣教
士的生活標準遠遠高過於他們的需要。 我

服事等。

包、 一個皮質水壺以及一些聖物而已。 當
他們從富人那裡收到奉獻的金錢時， 他們

們需要的是（若我們要解決、 面對這個問
改編自： Phil Parshall, “God’s Communicator in the ’80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15, no. 4 (1979), pp. 215-21.。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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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獨身或已婚但無子女、 能夠生活
在孟加拉、 每月只依靠三百盧比（十
美元）的宣教士。 但是任何諸如此類
的舉動， 都是目前無法想像的。 唉
……」3
冒著引起爭議的風險， 我希望
在這個十分重要的議題上提出一些拙

© Caleb Project

見。
1. 當地人如何認為宣教士們的經濟狀
況是重要的。 一般而言， 他們對自
己的生活水準與西方宣教士的生活
水準之間的差距感到震驚。
2. 單身和無子女的夫妻， 可以更容易

世界上的穆斯林普遍過著貧窮的生活

適應簡單的生活方式。 這應該得到鼓
勵， 但不能成為一種規定。

問題來考量， 但必須要竭力避免盲目的批
評、 批判的態度以及自以為義。 通常生活

3. 應該允許人們試驗。 一對夫妻帶著一個

極其拮据的宣教士們， 或非常富有的宣教
士們是最固執己見、 也是最自我保護的。

新生兒， 居住在一個穆斯林鄉村的泥地
竹棚裡。 他們應該得到資助； 但同時，
當他們覺得需要考慮撤離的時候， 不應
該讓他們感到尷尬。
4. 每個家庭在這個主題上應該在主面前坦
誠。 他們應該藉著禱告來評估他們自己的
身體和情緒需要。 目標是儘可能以接近他

為維護肢體的合一， 避免與這些個別的宣
教士針對這個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 可能
是明智之舉。

住房
「事工住宅區」
（mission compound）

們目標人群的生活方式生活， 而不為家
庭中的任何成員帶來不利結果。 關鍵是

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這些西方的獨立聚落
在發展中國家仍然比比皆是。 他們經常被

要平衡。
5. 通常， 宣教士可以在一個農村裡過十分

當地人誤解， 有時候甚至被鄙視。 一個歸
信者質疑他們的生活方式， 問道： 「如果

簡單的生活， 也偶爾去附近的城市休閒
並購買所需之物。 這樣的條件對我們的

我認為宣教士們的平房， 經常是人們和宣
教士們心靈之間的隔離牆， 我是不是錯

文化背景而言， 在我看來並非假冒為善
的行為。 我們必須從現實的角度來考量

了？」4

我們的需要， 和在陌生的文化中對物質
匱乏的不同承受力。

解散。 這樣可以使宣教士們搬到社區當
中， 與人們分享道成肉身的見證， 而不是

6. 可以把這個議題當成宣教士們的未解決

關在一大片在當地人們心中帶有負面評價

我個人認為現有的事工住宅區應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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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土裡。 基督徒們分散住在非基督徒市
民中間， 比住在一個封閉的群體中間更可

們從書本上學到的穆斯林文化， 永遠也比
不上從臥室窗邊學到的。 在事工住宅區，

取。 光必須散發出來， 才有益處。
我們第一次居住在孟加拉一個小鎮的

絕對經歷不到像在社區裡如此的生活方式

五年間， 是一次美好的學習和分享經歷。
在我們租房的臥室窗外， 就住著一位被迫

和交往。
有關城市、 鄉鎮或農村生活的標準，
需要留以餘地。 主要是能夠與自己面對的

與她丈夫分開的穆斯林婦女。 她的兩個年
輕女兒和她住在一起。 我們很快就成了親
密的朋友。 她的女兒們總會過來借點調味

人群互相往來。 在大學附近的學生工作所
需要的設施， 會與一個鄉村家庭所需要的
大相徑庭。

料或是雞蛋等， 我們也同樣會向她們借東
西， 並不覺得有何拘束。 有一次， 她的小

知識生活

女兒發高燒， 我們就把她接過來照顧。 我

自從殖民地時代結束以來， 宣教士工

與穆斯林分享信息的技巧
1. 花時間建立真正的友誼， 這是穆斯林非常看重的。 讓你的朋友在你的行動、 態度和每日
的掙扎中看到基督。
2. 養成熱情好客的習慣也同樣被看重。 多花點時間在喝咖啡或吃飯。
3. 傾聽。 一個好聽眾注重朋友的憂慮和需要。 在他（她）的瞭解和聖經真理中間尋找橋
樑。
4. 使用富有新意的問題揭示真理， 並協助你的朋友進行審慎的思維， 以及意識到他（她）
對救主的需要。
5. 透過討論你們共同的話題， 保持溝通的敞開性， 而不是使你們產生分歧的話題。 只要可
能， 便表達贊同， 特別是符合聖經之處。
6. 分享神如何透過福音的力量來改變你生命的見證。
7. 固定為你的朋友禱告， 祈求神將他（她）的需要啟示給你， 求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
其生命。 你的言語就是神介入的一部分。
8. 成為善良、 富有愛心的朋友。 你無條件的愛， 會吸引他（她）靠近我們最要好的朋友
耶穌基督， 一切的結果都在祂的手中。
9. 務必要有耐心， 這是聖靈內住的果子。 聖靈會在這位穆斯林的心裡創造出想要認識耶穌
的渴望。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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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經經歷了一番根本性的轉變。 時代要
求採用新方法和新態度。 像唐納‧ 馬蓋文

為祂的榮耀， 盡力成為最好的僕人； 那同
時也意味著不但是在靈裡， 也要在知識方

博士這樣的先驅者們， 已經使方法論技巧
被廣泛應用。 現在市場上數以百計的案例

面擴展自己。 真正優秀的學術會帶來更有
效的成果， 而不是驕傲或勢力。 我們必須

研究和教科書， 可以用來作為資料。 許多
傑出的研究學院提供宣教事工方面的課

提防在宣教禾場上變得呆板單調。 我們的
心靈和頭腦都必須活躍警醒。

程， 還有些院校為實地宣教士們提供拓展
課 程。 各 種 刊 物 如《福 音 使 命 季 刊》

我腦海裡還清楚記著哈羅德‧ 庫克
（Harold Cook）所說的話， 他多年擔任慕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前線
使命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的宣

Frontier Mission）， 及《宣教學》（Missiology）， 使宣教士們隨時瞭解世界上各種
快速突破概念和實際外展計劃。
約瑟‧ 麥考伊（Joseph A McCoy）給
宣教士們的一點相關建議是： 他們應該
「保持開放的頭腦， 意識到時代在變化，
每個人也要隨之調整。 十年前的策略不會
再有果效了， 甚至五年前的策略也已經過
」5

時了。
發現宣教士變得陳腐， 總是令
人感到悲傷。 有些宣教士（無論年輕或年
長）對於傳統方法論的熟悉和熱愛， 可能
導致他們認為謹慎地探索某些敏感的實驗，
幾乎是在否定真理。 帶著更為大膽的方法
之較為年輕的宣教士抵達實地後， 會變得

教學教授。 在 1959 年的時候， 他告訴他的
宣教學學生們說： 「學生們， 你們生活和
服事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將會是充斥
著各種態度。 在這裡， 你作為一名宣教士
不是成功就是失敗。 你與基督、 與其他宣
教士、 當地信徒以及與非基督徒的關係，
將受到合適或不合適態度的深刻影響。 」
對當地人的積極態度有幾個因素。 其
中之一就是同理心（empathy）。 讓我解
釋一下。 每天早晨日出的時候， 住在我們
村莊裡的一個印度教鄰居會起床， 刷牙漱
口， 然後出去站在他的乳牛旁邊。 他接著
會抬頭看著太陽， 雙手合十， 進行一個既
敬拜太陽又敬拜牛的儀式。 我觀察我們的
印度教朋友進行這個儀式已有很多次了。
有一天， 那頭牛突然病死了。 悲傷席捲了

沮喪。 他們的想法和熱情常常消失， 扼殺
在一句屈尊俯就的「先稍等幾年吧。 經驗
會讓你老練， 你的影響也會變得成熟。 」

那個印度教鄰居的家； 那對他們來說， 確
實是個慘痛的損失。 從個人角度而言， 我

一種新鮮的無威脅的關係， 必須在老一輩
和年輕一輩的宣教士中間建立起來。 一方

不贊成敬拜一頭牛； 但是我不知怎麼的，
進入了那個印度教徒的世界觀。 他難過，

貢獻經驗， 另一方灌入最新的理論和熱
情； 如此組合在一起， 使他們幾乎是攻不

我也跟著難過。 我很快地學了幾句恰當的
話（我們當時剛搬到那個國家不久）， 然

可破。 區隔開來， 他們就成了災難， 不但
對宣教士團隊內部造成威脅， 對敏銳的持

後就去了他的商店。 我結結巴巴地說出幾
個不標準的詞， 表示對他的牛的死感到難

觀望態度的當地社會也會構成負面影響。
對耶穌基督的委身， 意味著我們願意

過。 我的印度教徒朋友被深深地感動了。
我們在文化和宗教上有著天壤之別， 可是

第七課 文化障礙

311

我關心他。 我就在短短的那一瞬間， 踏進
了他的生活。

文時， 會發現保羅的參與是極其短暫的。
他來到一個地方， 停留幾個星期或幾個

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包含了許多真理：
「有禮無情不得人。 」（The gift without

月， 或至多幾年， 然後就會離開去到另一
個新的地方。 他並未繼續管理他所建立的

the giver is bare.）宣教士們是給予的人。
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完成這個角色。 他們

教會。 即使是有異端影響進入那些教會，
保羅也只勸告那裡的信徒堅持走在真理的

可能參與救援、 教育、 醫療工作， 或其他
需要分享的行動之事工， 但是給予的行為
本身仍是不夠的。 行為之後的力量是什麼

道路上。 他也不用縮減什麼經費， 那些信
徒們是完全自由的。 當然， 現在服事的圖

呢？有愛嗎？有對他人的深切關懷嗎？給
予是否已經成為一種職業任務？那些貧窮
者或未得之民， 是否已經成為銷售的商
品？這些都是極為沉重的問題。

教會事奉
現在該是思考宣教士的事奉重點的時
候了。 當我們翻到新約聖經關於事奉的經

像並不同於保羅的時代。
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寫到保羅
完全把領導責任交給當地的信徒， 他尖銳
地論到保羅並沒有像現代的宣教士們那麼
做： 「他並沒有建立宣教事工住宅區。」6
喬治‧ 彼得斯（George W. Peters）斷言，
保羅完全可以說： 「這裡有夠多的工作。
這就是我的所在了。 」保羅抗拒了誘惑，
繼續遷移到其他的地方。

7

羅倫‧ 艾倫

影響穆斯林對福音感知的議題
1. 以巴對抗。
2. 美國攻打伊拉克。
3. 美國在沙烏地阿拉伯、 阿富汗和伊拉克的軍事存在。
4. 聯合國對穆斯林國家的制裁。
5. 國際基金組織和世界銀行對穆斯林的經濟限制。
6. 古蘭經中對非穆斯林的典型表述。
7. 十字軍東征和殖民地主義所遺留的影響。
8.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9. 穆斯林媒體對西方的憎惡。
10.陰謀論。
進深閱讀
更新並改編自： Peter G. Riddell and Peter Cotterell, Islam in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 pp. 153-63. www.bakeracadem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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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Allen）指出， 保羅並沒有忽視各
地的教會， 他乃是繼續拜訪他們， 並與他
們互通書信， 但是基本的帶領責任都由當
地的信徒來承擔。 8
宣教士必須在敬拜團隊建立起來後儘
快離開， 前往新的地方。 已歸信的人萬萬
不可將他們的依賴從主的身上轉移到宣教
士身上。 經過艱苦耕耘、 創建、 照管年輕
的教會後， 宣教士們（不管是泰米爾人納
迦人， 或是美國人或澳洲人）都應該把權
力轉交給當地的領袖。 耕耘的過程千萬不
要過長。 應該緊跟著做斷奶和推出育嬰袋
的工作。 接著宣教士繼續前進， 重複這個
過程， 9 他必須不斷地把奮力開拓前線，
作為自己的緊要責任。

結論
一艘在暴風雨中， 穩妥地航行在海面
上的船之美麗圖畫， 裝飾著我的房門。 畫
上的題詞是「船停在港口是安全的， 但那
卻不是造船的目的。 」戰鬥的前線是危險
的， 但是歷史上沒有任何勝利， 是僅僅靠
著那些遠離敵人炮火威脅範圍的支持者們
獲得的。 我們的任務需要深思、 決定和全
力以赴。

第七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mmunity Model for
Muslim Missionary Outreach by Asian Women,” 為未發表過的宣教學博士論文。 富勒神
學院， 1977 年。
2. Sister Mary Just, Digest of Catholic Mission
History (Maryknoll, N.Y.: Maryknoll Publications, 1957), p. 22.
3. 致作者的一封信， 1979 年 3 月。
4. D. A. Chowdhury,“The Bengal Church and the
Convert,”The Moslem World no. 29 (1939), p.
347.
5. Advice From the Field (Baltimore, Md.: Helicon Press, 1962), p. 144.
6. The Open Secret (London: SPCK, 1978), p.
144.
7. “Issues Confronting Evangelical Missions,”
Evangelical Missions Tomorrow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7), p. 162.
8.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p. 151.
9. Donald McGavran, Ethnic Realities and the
Church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9),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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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或巴勒斯坦？
曹域其‧ 蒙卡利

（Chawkat Moucarry）

作為一名篤信基督的阿拉伯人， 以
阿對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從我
到歐洲以來， 一直都在我的議事日程裡。
我深信， 這個問題連同在歐洲的穆斯林移
民所面臨的情況， 都影響著基督徒與穆斯
林之間的關係。

的， 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
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世記十二 1-3）
這個應許被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和許
多福音派基督徒看作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

居住在歐洲的移民中絕大多數都是穆

立國之永恆權利的聖經基礎。 但是這並不
是唯一瞭解這個應許及其應驗的方式。 我

斯林， 而數個世紀以來， 歐洲一直都與基
督教有著緊密的關聯。 那麼， 穆斯林們在

們必須謹記， 福音書教導拿撒勒的耶穌是
以色列的彌賽亞， 而且神對祂的子民的應

任何非穆斯林國家的地位又如何？律法書

許都應驗在耶穌身上。
首先， 把迦南地賜給以色列是短暫

和福音書又呼召我們如何回應？
大多數歐洲國家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
的時候， 都給予無條件的支持。 許多基督
徒， 特別是福音工作者， 也繼續作以色列
的後盾， 宣稱以色列復國應驗了聖經上的
預言。 1 但是如此的支持態度， 就一定是
正確的嗎？它符合神對這片土地的心意
嗎？況且它與神的公義是一致的嗎？基督
徒們不能逃避這些由中東地區的衝突帶給
他們的疑問。

2

對土地的應許
關於以色列土地的神學辯論， 開始於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
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
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

的。 彌賽亞的降臨廢棄了應許之地的中心
概念。 提到彌賽亞的降臨所要帶來的徹底
改變， 先知以西結宣佈了以色列的土地再
不會只是猶太人的財產：
你們要按著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
這地。 要拈鬮分這地為業， 歸與自己
和你們中間寄居的外人， 就是在你們
中間生養兒女的外人。 你們要看他們
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樣；， 他們
在以色列支派中要與你們同得地業。
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 你們就在那裡
分給他地業。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以西結書四七 21-23）
這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平等分享地業
的命令， 意義極其重大： 它象徵著彌賽亞

蒙卡利是敘利亞人， 曾居住在穆斯林和基督教社會。 他在索邦大學（University of Sorbonne， 位於巴黎）獲得伊斯
蘭研究的博士學位， 目前於英國的萬國宣教學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擔任伊斯蘭研究的指導老師和講
師。
改編自： Chawkat Moucarry, The Prophet and the Messiah: An Arab Christian’s Perspective o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pp. 275-82. Used by permission. www.iv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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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對巴勒斯坦的分治計劃（1947 年）
建立猶太國
建立阿拉伯國家聯盟
建立國際區（耶路撒冷）

黎巴嫩

敘利亞
加利利海

海法

地中海

外
約
旦

特拉維夫
約帕

耶路撒冷

© Caleb Project

死海

埃及

南地

的降臨標示了一個新秩序。 神對以色列的
應許可以被萬民享受， 因為在以色列和萬

音完全是關於耶穌建立神的國度（馬太福

國之間， 將不會再有差別歧視。
如果這個預言按字面瞭解， 它顯示出

穌間接提到應許之地， 是在登山寶訓中：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

對現今局勢的嘲諷： 以色列復國主要是由
歐洲的猶太人以巴勒斯坦本國人作為代價

土。 」（馬太福音五 5）。
耶穌的門徒們相信所有對以色列的應

來實現的； 而巴勒斯坦的許多人卻被迫離
開自己的土地， 逃到鄰國成了難民！

許， 包括大衛國度的重新建立， 都由耶穌
應驗了： 「大衛的子孫」（參使徒行傳十
五 12-18）。 畢竟， 亞伯拉罕是這個應許

其次， 以色列國象徵著神的國度。 福

音四 17； 路加福音十七 21）。 唯一一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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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局勢（2004 年）
以色列
以色列佔領領土

敘利亞

黎巴嫩

戈蘭高地
海法
加利利海

地中海
傑寧
納布盧斯
約旦
河西岸

特拉維夫
拉馬拉

約旦
耶利哥

耶路撒冷
伯利恆
迦薩市

希伯崙

死海

埃及

© Caleb Project

迦薩走廊

南地

*以色列佔領領土， 目前地位取決於以巴所簽署的中程協定。
**自 1967 年以來以色列佔領的敘利亞領土。

最初的接受者：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
的城， 就是神所經營、 所建造的。 」（希
伯來書十一 10）這座城是耶路撒冷， 而不

最後，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是有條件
的。 換句話說， 它規定只要以色列人遵守
神的律法， 他們就可以一直居住在這片土

是在迦南地的那座城市， 是「天上的耶路
撒冷」（加拉太書四 26； 希伯來書十二
22）。 如果我的解釋符合神對以色列的屬

地上； 否則神必懲罰他們， 正如祂懲罰這
片土地上先前的居民
迦南人一樣（創

靈應許， 那麼其優點在於它是以耶穌及祂
的門徒如何解釋這個應許為基礎的。

楚地警誡百姓， 並論到他們若不順服、 背
棄神， 所將要面對的審判： 「先前耶和華

世記十五 16； 申命記十八 12）。 摩西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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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喜悅善待你們， 使你們眾多， 也要照
樣喜悅毀滅你們， 使你們滅亡； 並且你們
從所要進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 耶和華必
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從地這邊到地那
邊， 你必在那裡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認
識、 木 頭 石 頭 的 神。 」（申 命 記 廿 八
63-64）這個警誡在以色列歷史上， 兩次變
為事實。 西元前 586 年， 巴比倫王尼布甲
尼撒佔領耶路撒冷， 拆毀聖殿並擄走以色
列民。 西元 70 年， 羅馬軍隊圍困耶路撒
冷， 並驅逐了城內居民。

仍舊繼續的分歧
以色列在阿拉伯領土上的建城， 是一
個極大的非正義行為。 它註定要製造對這
片土地上之原住居民的人類悲劇。
它確實從巴勒斯坦人民手中奪走了他
們的家園， 使許多人被迫進入難民營。 全
世界的阿拉伯人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這種
非正義。 許多巴勒斯坦人陷入了絕望， 特
別是自從阿拉伯政府無法實現把人民帶回

耶穌知道將要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事

他們自己家園的承諾之後。
巴勒斯坦難民們決定把自己的命運掌

情， 就為這個城市即將面臨的審判哀哭。
不過， 祂提出這可悲之事的直接原因， 是

握在自己手中：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簡稱 PLO）

因為這城的百姓拒絕祂：

於是誕生。 儘管當世界對他們的困境漠不
關心時， 有些人選擇訴諸恐怖主義， 但以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 看見城， 就
為它哀哭， 說： 「巴不得你在這日子
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無奈這事現在
是隱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因為
日子將到， 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 周
圍環繞你， 四面困住你。 並要掃滅你
和你裡頭的兒女， 連一塊石頭也不留
在石頭上， 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
候。 」（路加福音十 41-44）
不同於那些預言以色列人將會從巴比
倫回歸耶路撒冷的先知們， 耶穌並沒有應
允祂的子民及他們的國家會被重建（路加
福音廿一 20-24）。 因此， 今天的以色列
國， 並沒有任何神學上的特殊意義。 如果
有的話， 以色列與其他任何國家相比， 並
無好壞之分。 其近代歷史證明， 以色列與
神的道德標準相距甚遠。

色列似乎仍然不屈不撓。 在 1967 年 6 月，
以色列佔領了新的阿拉伯領土， 由此， 部
分阿拉伯人口居住在以色列佔領地所帶來
的一連串問題增加了。
20 世紀 80 年代見證了在約旦河西岸
和迦薩地帶（Gaza Strip）的巴勒斯坦青年
的暴動（intifada）。 暴動包括示威遊行並
向以色列士兵及平民投擲石塊。 政府對此
採取了殘酷的措施。 這次「石塊革命」
（stone revolution）被媒體全面封鎖掩蓋
起來， 其影響有二： 它向世界表明巴勒斯
坦人民並沒有放棄他們獨立的希望； 它也
迫使許多以色列人開始深切地反省他們自
身的身分問題。 那些數年來認為自己遭受
壓迫的人， 反成了壓迫者。 以色列政府的
政策導致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被拘禁、
驅逐和受折磨。 巴勒斯坦土地被沒收， 新
猶太人定居點被建立。 以色列變成了一個
種族隔離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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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90 年代早期， 雙方都意識到
了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 是承認彼此存在

應用聖經作教導

的權利。 1993 年 9 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領袖簽署了〈奧斯陸協議〉（Oslo Agree-

對於這個將以色列置於阿拉伯人、 基
督徒和穆斯林的對立面的分歧， 有幾點需

ment）， 這是邁向和平努力的第一步。 然
而， 雙方反對和平進程的人士依然十分活

要指出。
首先， 猶太人、 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經
文教導說， 這個地球是主耶和華的。 祂是

躍。 1995 年 11 月
， 當以色列總理伊沙哈克‧
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時， 以色列
社會震驚不已： 一個猶太人不是被阿拉伯
人， 而是被另一個猶太人暗殺。

所有土地的最終所有者。 阿拉伯人和猶太
人都爭取這片紛爭土地的所有權， 不過它

2000 年的夏天， 以阿和平進程進入了

絕對不是他們原有的土地； 它屬於神（古
蘭經七 128； 詩篇廿四 1； 哥林多前書十

關鍵階段。 一直刻意回避的耶路撒冷這個
敏感問題此時成為了對話的焦點。 自以色

26）。
耶穌曾警告祂的門徒們， 不要把他們

列軍隊於 1967 年 6 月佔領東耶路撒冷以

的希望和力量投入在贏得這個世界， 免得
威脅他們永恆的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
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人

來， 所有以色列領導人都一致宣稱「耶路
撒冷是以色列永遠的及不可分割的首
都」。 因此， 以色列談判官員們根本沒有
準備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作出任何重大的讓
步。 他們拒絕接受把東耶路撒冷歸還阿拉
伯統治的條款。 結果是， 巴勒斯坦人認為
以色列政府想要謀求和平， 但卻不承認他
們雙方對這片領土的平等權利。 更具體地
說， 他們對耶路撒冷有平等權利， 耶路撒
冷不但被猶太人所看重， 也被所有這片土
地上的本地人民所看重。 以色列的不妥協
態度， 再加上其在巴勒斯坦領土建立新猶
太人定居點的依然如故的政策， 點燃了巴
勒斯坦人民的憤怒和絕望。 對此輪決定性
和平談判失敗的回應， 是第二次暴動。 此
次暴動， 於 2000 年 9 月開始， 在短短十二
個月的時間裡
， 奪走了八百多個生命
， 多數
為巴勒斯坦人。 一項聯合國決議案， 譴責
了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過度使用武力
。

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
26）極其可悲的是， 許多猶太人和阿拉伯
人在反對彼此的戰爭中， 的確失去了他們
的生命。 然而還有更多的人由於把政治投
入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已經使他們的永恆
生命處於危險的境地。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之間的這個分歧， 顯露了所有人類的罪
性。 沒有人可以稱自己是無辜的。 直到如
今， 在這場爭端中唯一的勝利者是魔鬼，
牠使交戰的雙方都遭受了極大的痛苦。
其次， 聖經教導說神是一位滿有憐憫
的神。 祂呼召人們悔改並接受祂的赦免。
神不單單赦免祂的子民， 還勸勉他們要彼
此饒恕。 那片「聖地」從某種程度上而
言， 一直是世界上最不聖潔的地之一， 那
裡接連發生了由宣稱敬拜一位憐憫人的神
之人們所發動的戰爭。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需要回到他們的聖經中， 尋求真神的憐憫
和幫助， 好讓他們也能夠彼此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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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們來說， 神的憐憫在歷史上
透過受苦的僕人耶穌基督， 就已經彰顯出

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撤離， 並服從聯合國決
議嗎？以色列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公然藐視

來了。 耶穌的愛帶領祂受苦， 使得我們可
以重新與神和好。 視耶穌為一位受苦的僕

聯合國決議， 卻不需面臨國際制裁的國家。
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 只要正義」

人， 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自己所受的苦難。
第三， 和平的神也是公義的神。 起初

的呼聲必須得到重視。 3 這就意味著承認
他們擁有一個可以挽回命運和恢復民族身

阿拉伯人特別是巴勒斯坦人遭受的非正義

分的確實有效的國家。 它意味著接受東耶
路撒冷為巴勒斯坦人的首都， 撤銷迦薩和
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 否則， 按照一位以

行徑， 需要被國際社會認知並補償。 從政
治角度而言， 這意味著以色列和阿拉伯國
家不應該再受到雙重待遇。 以色列會像伊
拉克被迫從科威特、 印尼被迫從東帝汶，
及塞爾維亞被迫從科索沃撤軍那樣， 從其

色列人的話說， 這個國家無異於一隻「紮
緊待烹的雞」。 比方說， 迦薩走廊帶是世
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有一百四十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人民
一億六千萬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北臨說阿拉伯語的北非人）的人民， 信
奉許多不同的信仰， 包括基督教和泛靈崇拜（animism）和伊斯蘭教。 幾世紀以來， 穆斯
林宣教士的工作已經深入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目前伊斯蘭教是十六個國家的
主要宗教。 自十六世紀， 伊斯蘭教即是那裡主要信奉的宗教。
尼日利亞是整個非洲的代表。 人口由地域和宗教劃分， 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是位於北
方的穆斯林，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是多數位於南部的基督徒。 但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 吉布提（Djibouti）和索馬里（Somalia）的其他國家，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信
奉伊斯蘭教。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沿著這些分割線激烈進行， 雙方都犯下過暴行。
富拉尼部落（Fulani tribes）分佈在整個薩哈拉以南地區， 從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 塞內加爾（Senegal）到蘇丹（Sudan）， 他們在十九個國家中為少數民族， 約有三
千三百萬人。 富拉尼人身為遊牧民族， 已有悠久的歷史。 七個世紀以前， 作為率先信奉伊
斯蘭教的非洲部落之一， 他們遊牧的生活方式促使其宗教遍佈西非的大部分地區。 儘管他
們是世界上最大的遊牧文化群體， 許多的富拉尼人現在過著定居的生活。 許多著名的伊斯
蘭教學者和教師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拉尼人， 而且城市裡和更為富足的富拉尼人在信仰
上的傾向， 是最循規蹈矩的。 不過大部分富拉尼人奉行一種傳統和伊斯蘭教信仰及實踐的
混合體。
摘自： Operation World, 30 days Muslim Prayer Focus, www.joshua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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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居住在這個巴勒斯坦自治
區。 巴勒斯坦居民遍佈在這片區
域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上， 而剩
下的百分之三十五， 則被為數僅
為六千人的猶太定居者的殖民地

© Caleb Project

佔領。
第四， 猶太國家的概念本身
就問題重重。 歷史及許多當代局
勢顯示， 每當一個國家與一種宗
教或民族群體緊密相關時， 宗教
和民族的少數派可能就會遭受最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孩子

嚴重的歧視和逼迫。 一個世俗多
元又民主的國家， 比一個宗教國

阿 拉 伯 人 的 質 疑， 也 被「彌 賽 亞 派」

家更符合耶穌的教導， 不管這個國家是信
奉基督教、 伊斯蘭教或是猶太教（馬太福

（Messianic）的猶太人所懷疑。 彌賽亞派
（基督教）猶太人仍是猶太人嗎？儘管對

音廿二 21）。

他們來說答案是肯定的， 但他們的存在，
特別是在以色列境內， 先放下他們的宣教

打個比方， 如果聯合國是只為信基督
的白種人而設計的， 我們會作何反應？沒
有誰會擁護那樣的一個組織。 不過， 猶太
復國主義思想卻認為以色列國是猶太人的
家園， 猶太的定義屬於種族和宗教的範
疇。 4 這種思想不僅受到居住在以色列的

活動不說， 是被視為對猶太人身分的威
脅。 任何國家對人權的保護都無法被保
證， 除非其公民被按照其本質
人類，
來看待
不管他們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如何
，
。
中東地區的衝突， 因此為我們提出了

厄立特里亞 37%
塞內加爾 96%
馬利 92% 尼日 98%
吉布地 97%
查德 56%
甘比亞 95%
蘇丹 71%
幾內亞比索 42%
布吉納法索
幾內亞 84%
59%
奈及利亞 48%
塞拉利昂 72%
衣索匹亞 34%
利比里亞 13%
喀麥隆 18%
象牙海岸 37%
索馬利亞 99%
迦納 16%
多哥 12%
中非 16%
貝南 25%

© Caleb Project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穆斯林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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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基礎的問題： 一個國家有沒有可能
緊密地與一個特定宗教或民族群體相連，
而又不使其他背景的居民淪為二等公民？
一個相對較小的土地如何既容納猶太
人， 又容納巴勒斯坦人呢？他們會真正彼
此接納， 而不僅僅是容忍對方嗎？當然，
這些問題不但與以色列息息相關， 也涉及
到該地區內其他的國家。 關於一個共用的

應該因此查驗他們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
態度， 以確保自己沒有偏袒任何一方而傷
害了另一方。 「審判的時候， 不可看人的
外貌； 聽訟不可分貴賤， 不可懼怕人， 因
為審判是屬乎神的。 若有難斷的案件， 可
以呈到我這裡， 我就判斷。 」（申命記一
17）

不計宗教民族身分的世俗民主國家的決

章節附註

議， 今天可能顯得過於理想化； 但從長遠
考量， 這個選擇可以保證和平。 因為它對

1. 參 T. Weber 的〈福音派如何變成了以色列
最 好的 朋 友〉（How Evangelicals Became
the Best Friend of Israel）一文， 刊登在《今
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總第 42 期
第 11 號（1998 年 10 月 5 日）， 第 38-49
頁； P. Bennis 和 K. Mansou 的〉「讚美神，
略過武器！」以色列的美國支持者正在改變
的本質〉（“Praise God and Pass the Ammunition!”The Changing Nature of Israel's US
Backers,）一 文， 刊 登 在《中 東 報 告》
（Middle East Report）第 208 期， 第 16-18
頁， 1998 年秋季號。 也可參考其他期刊，
如《今 日 以 色 列 和 基 督 徒》（Israel and
Christians Today）， 以及「國際基督徒耶路
撒冷 大使館」（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2. 關於該問題的書籍中， 較為著名的是 Colin
Chapman 的《誰的應許之地？以色列或巴
勒斯坦？》（Whose Promised Land?: Israel
or Palestine.?）。 也可以參考 Peter Walker
所著的《耶穌與聖城： 新約對耶路撒冷的觀
點》（Jesus and the Holy City: New Testament
Perspectives on Jerusalem）； Peter Walker
編著的《耶路撒冷： 在神心意中的過去和現
在》（Jerusalem: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Purposes of God）； 以及 Kenneth Cragg 的
《巴勒斯坦： 錫安的賞賜和代價》（Palestine: The Prize and Price of Zion）。
3. Naim Ateek， 《正義， 只要正義： 巴勒斯坦
解 放 神 學》（Justice, and Only Justice: A
Palestinian Theology of Liberation）。 也可
參考 Riah Abu El-Assal 的《夾在中間： 一個
信奉耶穌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以色列人的故
事》（Caught in Between: The Story of an
Arab Palestinian Christian Israeli）； Elias
Chacour的《熱血兄弟》
（Blood Brothers）；

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對有信仰和沒有任
何信仰的人， 都是公正的。 除非以色列體
制的歧視問題得到適當解決， 否則認為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可以仳鄰而居， 則只是
一種願望而已（耶利米書六 13-15）。 對
以色列來說， 該是認識到軍事力量和核子
武器， 並不能確保與巴勒斯坦人民和平共
處的時候了。 需要作出審慎勇敢的決定，
包括對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公開表示脫離關
係。 唯有這樣， 正義、 和平與和解， 才真
正有機會成為中東地區的現實。

切勿表示偏袒
許多西方的基督徒會自然地對身為神
的選民，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納粹對
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的犧牲品的以色列起憐
憫之心。 然而， 這種態度不應有的破壞性
結果， 常常導致親以色列的偏見。 再加上
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歧視， 使得這種偏
見意味著基督徒一直無法對促進中東地區
的公正與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它還從某
種程度上， 解釋了為什麼許多阿拉伯人和
穆斯林對西方和西方的基督教持懷疑的態
度。 那些可理解的關注中東衝突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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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Audeh Rantisi 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了： 一 個 巴 勒 斯 坦 基 督 徒 的 故 事》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The Story of
a Palestinian Christian）。
4. 1948 年以色列國一建立， 其政府就開始清
除該國境內剩餘的阿拉伯人。 該政策以一項
完好備案的事實案例為證據。 以色列政府設
計了一個祕密的遷移計謀， 為要鼓勵在加利
利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離開以色列， 遷往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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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和巴西定居。 參考 Nur Masaiha 的〈一個
沒 有 基 督 徒 的 加 利 利？Yosef Weitz 與
1949-1954「約 哈 南 行 動」〉（A Galilee
without Christians? Yosef Weitz and ’Operation Yohanan’ 1949-1954,）一文， 刊登在
Anthony O’Mahony 編著的《巴勒斯坦基督
徒： 在聖地的宗教、 政治和社會》（Palestinian Christians: 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Holy Land）第 190-222 頁。

住在神的家中
克莉絲汀‧ 麥羅希（Christine Mallouhi）
敬拜神並不一定是我們必須按照某
種儀式進行的「宗教活動」。 使徒
保羅告訴我們「我們生活、 動作、 存留都
在乎他」（使徒行傳十七 28）， 但是我們
經常表現得好像只有在一間屋子裡參加某
種儀式的正式敬拜時， 才真正地與神同在
似的。 那麼， 基督徒團契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不是在信心上彼此建立和敬拜神嗎？
我們可以透過許多其他的方式來實現這個

時的聚會。 船緩緩地順流而下， 我們在船
上則打開帶去的食物大快朵頤。 最近沒見
面的人們會靠在一個角落裡分享他們的生
活。 我們一起唱詩讚美、 讀聖經， 為特別
有需要的事工禱告， 並隨著不同人的帶領
釋放信息。 家庭聚會也是採用同樣的模
式。 食物和娛樂在先， 然後從這段分享的
經歷中， 團契生活就自然地流淌出來， 緊

目的， 而不用坐在某個房間裡進行某個正
式的聚會。

接著敬拜也開展起來。 有多少次我們坐在
教堂裡， 感到被隔絕， 沒有感動， 或是心
裡沒有溫暖？有時候太過正式的聚會， 讓

我時常回想起在阿拉伯世界生活的日

人們不自然地或切斷了彼此之間的直接交

子。 我們在戶外經歷了許多次十分美妙的
敬拜。 我們小組在週末的時候會搭起帳

流。 除非我們有一個特定的關懷小組， 否
則即使一個人身在團體的敬拜之中， 也會

篷， 在湖邊烤肉、 禱告、 彼此交通以及學
習聖經。 浸禮通常會在週末的野營團契。

感到無比的孤獨。 接著， 聚會結束時， 當
人們開始一起親密的談論並彼此提出建議

我們還雇了條大船在河上進行長達四個小

或彼此代禱的時候， 大家才放鬆， 真正的

麥羅希， 澳洲人， 在阿拉伯世界與穆斯林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年。 她嫁給了一位來自穆斯林家庭跟隨基督的阿拉伯
人， 並共同負責一間協會， 出版向穆斯林介紹基督的阿拉伯語書籍。 麥羅希發表過許多有關穆斯林與基督徒關係
的文章， 並著有《向伊斯蘭送平安》（Waging Peace on Islam, Downers Grove, III.: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改編自 Christine A. Mallouhi, Miniskirts, Mothers And Muslims (Carlisle, UK; Spear Publications, 1997) pp93-95。 經
Christine Mallouhi 允許使用。 該資料部分也登載在新改版的 Miniskirts, Mothers And Muslims (Grand Rapids: Monarch
Books, 2004)一書中。 www.lionhudson.com.

322

斳雓 伊斯蘭世界

團契才開始。
家庭的感覺， 通常是在呆板的敬拜經

牧師打電話以互相鼓勵。 這位牧師回覆了
他的問候， 接著問道： 「我能為你做些什

歷中所缺少的。 如果人們之間除了信仰之
外別無其他共同之處， 而唯一共同的經歷

麼嗎？」那個當地的信徒很快掛上電話，
把那位牧師的名字從他的電話簿中刪除了。

是正式的聚會時間， 則人們很難彼此敞
開。 基督徒延伸家庭需要共同的家庭般的

他把牧師的回答解讀成牧師暗示對友誼不

經歷。 一位在某個阿拉伯國家深受愛戴的
牧師退休了， 另一位經驗豐富的福音工人
接替了他的工作。 一位教會會友給這位新

感興趣。 那位牧師還不是教會家庭的一分
子， 而只是覺得人們打電話是為了一些特
定的原因。 那位當地的信徒也只是想表達
「我關心你」
， 並無它意。 如此一來， 這位

透過她的眼睛
透過一個穆斯林女性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 可能比聽其他人描述他們所認為的穆斯林
女性的感受更有幫助。 從穆斯林雜誌和其他網上資源可以收集到一些縝密的想法： 她們有
哪些觀點？她們心中都有哪些想法？她們關心什麼？感受如何？透過簡單的瀏覽文章題
目， 即可「看出」穆斯林女性所關注的問題和主題。 一期最近出版的《阿茲扎雜誌》（Azizah）1 的讀者可以推斷出如下幾點：
• 我關心自己是否端莊和會受到騷擾： 「這就是我戴面紗的原因。 」
• 我想好好地信仰我的宗教： 「這是不是哈拉勒（Halal， 合乎伊斯蘭教法的食物）？」
「敬虔的行為和有價值的工作。 」
• 我為我的伊斯蘭文化傳承而感到驕傲： 「慶祝方式。 七位天才設計師的優雅服裝」
「你的清真寺反映出多少伊斯蘭教民族差異？」， 「裝飾： 信仰存在於每一瞬間， 觀
察波斯藝術及傳統中的幾何學。 」
• 我關心近日伊斯蘭教在地理政治關係中的地位： 「傾力送平安」。
• 我與其他北美的女性非常相似： 「健康： 諮詢醫生」， 「慶祝方式： 七位天才設計師
的優雅服裝」， 「失竊的名字， 失竊的生活： 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可能會引發一場惡
夢。 」
如果我們睜開眼睛關注周圍穆斯林社區的實際情況， 便可以發現許多在粗略一瞥時不
曾發現的東西！
1. 參 www.azizahmagazine.com（第一卷， 第一期）。
摘自：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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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信徒就產生了被拒絕和被冒犯感。
我們在敘利亞的家人， 每天均互相打

這種團契使得教會聯繫得更緊密了，
因為它綜合了東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兩大方

好幾通電話以保持聯繫。 在埃及， 我丈夫
馬扎（Mazhar）每天約打電話給十二個

面： 熱情好客（聚會圍繞分享食物）和家
庭。 基督徒家庭需要花時間進行共同的日

人， 儘管他每個星期都會見到這些人。 電
話只是下一次聚會前的一種友善的接觸。

常活動， 以加強他們的新價值。 家庭對穆
斯林有著雙重約束。 他們既是自然家庭的

我們有多少次打電話時， 先為侵擾別人的
時間和陳明打電話的原因而道歉？這就意

成員， 又是烏瑪（Umma， 穆斯林統一社
會）的成員。 每個人必須為維護這兩個家

味著若不是因為我們不得不與這些人完成

庭的利益而撇開個人權利， 而且從一出生
就接受這種教育。 新信徒常常都擔心他們

某些事情， 是不會與他們有任何關係的。
在北非， 有一天我們抽空與來自另一
個城市的一對基督徒夫婦一起。 我們步行
穿過公園和花園， 在一家很特別的餐館吃
飯， 還帶孩子們去了遊樂園。 我們一邊遊
樂一邊交談。 談論婚姻， 談論在一個完全
穆斯林的社會裡為基督養育子女， 以及根
據當地人的觀點， 教會應該是何種狀態。
一個陳年的傷痛在談話中浮現， 而我們就
在中央大街上採取了得醫治和指正的步
驟。 他們眼中含著淚水告訴我們， 他們以
前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時光。 「基督徒
們總是在聚會。 他們沒有娛樂和社交的時
間。 」這一天的休閒團契在他們也在我們
的生活中， 有著非常特殊的屬靈意義。
家庭需要一起娛樂、 分享經歷和記

的信仰給家庭帶來恥辱， 而且他們也很難
獨自面對他們的家庭和社會。 艾博‧ 穆哈
維（Ibrahim Muhawi）和夏瑞夫‧ 卡南那
（Sharif Kanaana）兩位作者對此解釋得非
常恰當： 「透過對傳統的尊重和對年長者
的順從， 個人從孩提時代開始就參與社交
活動， 以使自己與家庭的意願和諧統一。
他們被鼓勵以他人的評價來看待自己， 而
且以別人的認可為衡量自己經歷的標準。
特異獨行、 做事與眾不同或背逆長輩， 都
會帶來身心雙重的懲罰， 比如顯示不悅、
責備、 公開譴責， 或遭到社會排斥。 」1
當我們花時間彼此親近、 彼此關懷、 彼此
支援的時候， 我們就成了行動中的教會，
即使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聖經對教會形象

憶。 這種團契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尋
常組成部分， 它為相互鼓勵提供了良好的

的描述。 那麼， 當我們在聖經中讀到一起
聚會和信徒們之間互為兄弟的時候， 我們

機會。 在埃及， 我們家的男孩子們是小組
子女中最年長的。 長時間乘坐遊船給大孩

會明白這些原則的重要性， 因為那已經是
我們生活和心靈的一部分了。

子帶來的樂趣， 並不能同樣帶給年紀較小
的孩子， 他們更喜歡玩具。 但是單身的埃

這些家庭型態的娛樂活動對西方教會

及青年會花時間陪他們下象棋。 這能幫助
他們以一種家庭聚會所不能提供的方式聯
合起來， 因為在家庭聚會中， 孩子們的參
與程度極其有限。

也有幫助。 我們剛開始在美國生活的時
候， 再次邀請了教會中的十對夫婦到我們
家參加一個團契聚會。 晚飯後， 他們在客
廳裡規規矩矩地坐著等候聚會開始。 他們
以為會有禱告和查經之類的。 當我們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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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娛樂之外， 再無其他事項時， 他們都
大吃一驚。 我們分享了許多如何遇見各自
的配偶（通常包括我們如何進入對基督的
委身）之令人發笑的故事， 並增加了對彼
此的新瞭解。 第二天我們接到了好幾通電
話， 表達他們不僅度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
夜晚， 還感激能夠與認識多年的教會成員
有深刻的接觸。 那是一次家庭分享的時
間。 這十對夫婦現在一起敬拜的時候， 因

此有了更深的連結。
第七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Speak, Bird, Speak Again: Palestinian Arab
Folktal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31.

引向永生的生活方式
霍阿迪． 亞甲（Fouad Accad）
沒有農夫會將寶貴的種子撒在硬土

撒在他們心裡的道奪了去（馬太福音十三

裡或人行道上， 然後期待著收成。
然而有一些基督徒雖然對神話語的能力非

19）。 還未預備好的土壤或心， 就算是有
如「能打碎磐石的大錘」（耶利米書廿三

常有信心， 卻錯誤地將之傳給那些硬心的
人
， 然後還期待著好像變魔術一樣的成長
。

29）及「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希伯來書四 12）的神的話

耶穌談到一個農夫決定開始撒種種植

語撒在那裡， 也一樣結不出屬靈的果子。
但如果種子是撒在好土裡， 耶穌就指

的故事。 一些種子撒落在路旁或還未預備
好的土壤裡， 飛鳥來吃盡了； 有些則落在

出這就是那些已經預備好自己以瞭解這道

石頭地上， 日頭一曬， 苗就枯乾了； 那些
落在荊棘裡所長出來的苗， 也被荊棘擠住

的人， 就能結果三十倍、 六十倍及一百倍
（馬太福音十三 23）。

了。 因此到最後， 沒有任何的種子可以結
果子（馬太福音十三 3-7）。

那麼， 有反應和沒有反應之人的分別
在哪裡呢？前者已經預備好領受神的話

耶穌接著解釋故事裡的種子， 就是指
天國的道理。 祂指出那些聽到這比喻的人，

語， 後者則不然。 你要如何預備個人來明
白神的話語呢？福音對多數穆斯林而言，

其實還未預備好來瞭解這個比喻。 他們就
好像那些路旁的硬土， 還不能接受種子，

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一個人必須聽到他可
以明白的辭彙的福音， 即來自「他自己的

所以不能從中得益， 那惡者一來， 就把所

天書」， 來自他的生活和他可以理解的架

亞甲在黎巴嫩（Lebanon）長大， 畢生致力於對穆斯林傳福音的事工。
改編自 Fouad Elias Accad, Building Bridge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7), pp. 30-33。 蒙允
使用。 www.nav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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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裡面。 他必須要預備好及敞開自己， 否
則就不會認真地把福音看成是神的大好消

這位基督徒婦女就告訴她： 「在聖經裡，
耶穌說到如果有兩、 三個人同心合意地祈

息。 如果他曾經被教導基督教是異端， 那
麼他大概也不會聽。 除非與他接觸的基督

求， 神便會聽他們的禱告。 」（參馬太福
音十八 19）於是她就與這位母親一起禱

徒是他的密友， 是他所尊重的。
很多時候， 有人要求我向他們所認識

告， 祈求神醫治她的頭痛。 第二天， 這位
母親告訴這位婦女說： 「我沒有吃任何的
藥， 但頭痛已經好了！從現在開始， 我只

的穆斯林談一談關於基督的事。 但如果這
位穆斯林並不尊重他這位基督徒朋友， 反
之亦然， 則我們的談話將都是徒然的。 但
如果這位基督徒已經與這位穆斯林建立親
密與互相瞭解的友誼已有好一段時間， 則
我與他們的交談就會有顯著不同的反應。
以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我在非洲時， 一位基督徒婦女邀請
我去探訪她結交了兩年的穆斯林家庭。 有
次， 這個家庭的汽車壞了， 她就載著這位
母親與兩個孩子出城， 去他們喜歡的露天
菜市場購物。 他們三次將菜籃放滿新鮮的

要遇到什麼問題， 都會來找你。 」從此以
後， 每當面對問題， 這些家庭成員都會與
這位婦女一起禱告， 而他們也看到了他們
的禱告一個接一個的蒙應允。 雖然他們本
身也非常地虔誠及經常禱告， 但卻沒有像
現在這樣， 看到他們的禱告蒙應允。
這位母親告訴這位基督徒婦女： 「你
禱告的方法其實就和我們禱告的一樣， 但
神聽了你的禱告。 」這就在他們諸多的談
話中開了一道門， 就是有關為什麼我們需
要基督除去我們的眾罪， 如此聖潔的神才
會垂聽我們奉耶穌之名的禱告。

蔬菜， 而她每一次都將它們放在車上， 並
放滿她的後車廂， 然後載他們回家。
當她家附近的其他鄰居在他家的水龍

當這位婦女問我： 「我在這個家庭面
前要怎麼介紹你呢？」我說： 「就說是一

頭取水取了兩個星期後， 她就將她家的鑰
匙借給這個家庭， 讓他們隨時都可以來她

位愛穆斯林的基督徒， 並且經常讀古蘭
經。 」當她這樣告訴他們時， 他們非常的

家取水或洗澡； 有時候， 她是因著浴室裡
的地毯濕了， 才知道當天那家的三至七個

興奮， 並且希望能早點見我。
當我們探訪他們時， 很明顯他們已經

成員來過她家洗澡。 這位母親告訴她的女
房東說： 「就算是我們自己的親戚， 都沒
有像這婦人一樣對我們這麼好。 」

準備好接受我。 在這段不算短卻有趣的談
話中， 我們談到了有關聖經、 古蘭經及更

後來這個家庭的父親為了作生意而搬

加地瞭解他們。 之後， 他們邀請我們第二
天去他們家吃晚餐， 並說明天晚上， 他們

到巴基斯坦， 希望之後也可以接他們過
去。 因為沒有電話， 這位婦女就讓他們使

要繼續今天的話題。
第二天晚上當我們抵達他們家時， 餐

用她家的電話， 打長途電話給他們的父
親。 他們雖然答應之後會付錢， 但通常都

桌上放滿了各色美味的佳餚和甜點。 孩子
的父親非常誠懇地歡迎我們， 然後對我

是拖欠很久， 或根本沒給。
有一次， 這位母親抱怨說她常頭痛，

說： 「每當我們的姐妹、 你的同伴邀請我
們到她家用餐時， 在我們用餐前她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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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祝福這些食物。 今天晚上你可以同樣
這麼做嗎？」當我們每一個人恭敬地站著
時， 我就求神祝福這間屋子、 我們即將一
起享用食物的屋子裡的家人們， 以及所有
真誠愛祂和敬拜祂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感
受到了我們是一個延伸家庭， 在基督裡同

的關懷、 禱告及友善， 以預備好這寶貴家
庭的心。 她以她的探訪、 關心的行動、 願
意與他們分享她的生活、 她的家， 以及她
個人的產業來預備他們的心。 她將結果交
給神並相信神會照顧她。 沒有人會敵視或
抗拒來自他們所深愛和非常尊敬之人的真

有一位天父。
在接下來的長談中， 所有的家庭成

愛。 所以神獎賞祂的使女， 並尊榮她對祂
的信心與信靠。

員， 沒有一個例外， 都非常的友善、 敞開
及接受我的見證。 我可以在沒有任何反對

如果我們要看到穩定的成長及豐收，
預備好人心的土壤， 實在是太重要了。 這

的情況下回答他們所有的問題， 並引用聖
經及他們所崇敬的古蘭經經文。

意味著不單只是從屬靈的角度來傳福音，
也包括了具體的、 直接的關懷、 慷慨、 分

在我離開非洲之後， 很快我就收到了
這位母親接受基督的好消息。 接下來， 家
庭中的其他三個成員也作了同樣的決定。

享， 及真誠的友誼。 若要告訴其他人有關
引向永生之路， 就只有透過我們自己持續
過聖潔的生活。

這全都是因著我們的姐妹已經透過她無比

本土化與穆斯林社群
羅蘭． 慕勒 （Roland Muller）
當我們帶著福音的信息進入一個國
家之後， 我們熱切地盼望其文化中
的人可以瞭解福音。 我曾經聽過一位佈道
家提到福音好像一顆美麗的珍珠， 如果將
之丟在爛泥裡， 不單沒有人會認出， 人們
甚至還會將之踩在腳底下踐踏。 然而， 如
果這顆珍珠是乾淨、 閃閃發亮， 而且放在
美麗發亮的天鵝絨盒子裡， 所有人都會停
下腳步觀賞。 本土化（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製造盒子及提供天鵝絨的背景。
要使我們的信息本土化， 第一步就是
要盡我們所能的， 瞭解我們傳福音對象的
文化和世界觀。 我們必須要謹記， 同一個
國家或甚至在某個城市的每一個人， 不是
都會有同樣的世界觀。 我們必須敏銳地察
覺民族和部落之間的分別、 家庭的習慣及
個人的理解。

慕勒在中東以他為基督贏得穆斯林的實用講座而聞名。 慕勒善用他超過廿五年與環球福音會（WEC International）
的豐富宣教經驗， 並以醫師從業者的身分來教導他的聽眾。
改編自 Roland Muller, Tools for Muslim Evangelism (Belleville, Ontario, Canada; Essence Publishing, 2000) pp. 74-84。
蒙允使用。 慕勒最新的著作《使者、 信息和社會》（The Messenger, the Message, and the Community）也有此項資料
www.rmul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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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文化的冒犯
本土化的最重要部分， 就是透過我們
的生活方式來表達、 甚至強化我們所要傳
達的信息。
如果一位單身女子說她已經從罪中得
釋放， 但她的穿著和行為卻好像當地文化
的娼妓， 沒有人會相信她所說的。 如果一
個男人自稱是老師， 但卻像是街上那些流
蕩的青少年般， 穿短褲、 短袖汗衫和拖
鞋， 沒有人會相信他有這麼尊貴的身分。
然後， 當他宣稱認識神為他個人的救主
時， 每一個人都會以為他在說謊。

十字架的冒犯
本土化的危機就是當我們努力地避免
冒犯文化時， 往往會多走一步， 就是除去
十字架的冒犯。 我們必須記得救恩其實是
冒犯的。 救恩不是公平的， 它是神給我們
的禮物， 但對神本身卻是不公平的。 很多
穆斯林在這一點上掙扎， 然後就總結說神
是從他的自然本性裡做一些事情。 我們必
須要表達這一方面的救恩， 就是神透過救
恩向我們顯明祂的愛。

我們的身分
在穆斯林文化裡， 我們究竟是以什麼
面貌出現？我們常常會環繞在自己的小圈
圈裡， 沒有察覺到我們帶給其他人的衝
擊。 其他人則根據我們的裝扮、 言語和行
為來觀察和評估我們。 溝通專家告訴我
們， 只有百分之七的溝通是來自我們的言
語， 其他全部來自我們的行為。
所以， 當你進入穆斯林社群時， 人們
會立刻試著分析你是哪一類的人。 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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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穆 斯 林 的 身 分 線（Muslim identity
line）的簡單說明：
原教旨主義

西方主義

在我的社群裡， 有兩種極端的穆斯
林： 原教旨主義穆斯林和西化、 掛名的穆
斯林。 每一個人都在這兩者之間的某一個
點。 你的裝扮、 行為、 住處甚至是你的語
言， 都可以說明你是比較傾向哪一端。 多
數的穆斯林都是快速或緩慢地移向任何一
方。 要保持中立對他們而言， 是非常困難
的。 既然這是發生在我的社群當中， 我社
群裡的成員也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我。
本土化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服事的對
象在他們的文化裡， 可以瞭解我們的信
息。 如果我們太過於傾向原教旨主義， 基
督教的信息就會變得非常的混淆， 即律法
主義和恩典混淆在一起； 但如果我們走向
線的另一端， 我們的信息也會非常的混
亂， 即放任和恩典混淆在一起。
我們的目標， 必須是經常將福音向我
們的目標文化群體清楚地傳達。 為了要清
楚地傳達信息， 我們必須清楚明白這兩個
議題：
． 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
． 我們在社群裡的身分。

本土化的目標
有關本土化的著述相當多。 那些要向
穆斯林佈道的新興佈道家們， 必須讀完所
有這類的書， 才會敏感於不同地區所高舉
的思想和概念。 當我在現實生活中嘗試實
踐這些理念時， 我發覺到在將福音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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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上， 有不同思想源流的學派。
有一些就嘗試完全採納穆斯林的生活
方式， 在他們自己的文化裡來接觸穆斯
林。 幾年前我聽說有一位西方宣教士在印

對方他們本民族的文化更加可行或可被接
納。 為了更清楚地傳達福音， 他們盡所能
地進入對方的文化， 也嘗試幫助那些信主
的人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活出基督徒的生

度就嘗試這個方法。 他穿印度人的服裝、
吃印度人的食物、 住印度人的房子。 然

命， 並進一步解釋他們自己也做一些他們
原文化（home culture）可以接受的事。 新

而， 當人們稱呼他「老師」（Sahib）時，
他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於是搬到市鎮裡的

信徒必須讓聖靈自由地引導他在自己的文

貧民窟與貧民們一起， 甚至還成為修路工
人， 但人們還是稱呼他「老師」。 他就問
他身邊的人為什麼要這樣稱呼他， 那人想
了片刻， 就告訴他說因為他用牙刷。 他於

化中活出福音。
除了在本土化上的一切努力， 我們也
必須瞭解， 我們是不可能完全進入另一個
文化、 語言群體或宗教社群的； 我也找不
到任何的聖經經文， 得以證明這就是神呼

是棄掉牙刷， 改用枝子來刷牙。 然而人們
還是稱呼他「老師」。 有一天， 他就追問
一位智者， 為什麼他們不認同他是印度

召我們去做的。

人。 這位智者回答說： 「因為你母親是白
人。 」是的， 不論我們多麼的努力， 都不
可能完全與我們的穆斯林朋友一樣， 這不

在聖經裡有兩個本土化的重要例子，
當然， 也有其他的經文是我們可以參考

是外在的文化議題， 而是社會學的議題。
也有一些人就嘗試以得救之後的模範
1

聖經中本土化的榜樣

的。 但在這裡， 我們會集中在耶穌和使徒
保羅身上。

生活， 來進入穆斯林文化。 這考慮非常的
周到， 也被大力的推薦。 然而， 我很少看
到成功的例子。 西方人基本上沒有和穆斯

主耶穌基督

林有同樣的責任。 這也牽涉到穆斯林的家
庭和社群， 與西方的個人在社會上獨立的

認同。 耶穌經歷了一切我們在生活中所經
歷的， 但祂卻沒有犯罪。 祂的生活就好像
虔誠的猶太人、 拉比、 活在律法之下的

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沒有任何一個我所遇
到的成功佈道家表示贊成， 或在西方同工
中大力推薦這個方法， 他們反而鼓勵傳道
人善用他們原本「老師」（sahib）的身
分， 這才是最有幫助的。
第三組人尋求在跨文化的架構裡工

差傳學家用「道成肉身的事工」（incarnational ministry）來形容耶穌對人類的

人。 當祂指出律法不能處理我們內在生命
真正的罪時， 祂並沒有觸犯律法。 祂並不
需要進入罪的捆綁， 才能帶領我們從罪中
得釋放。
所有本土化的事工必須非常小心地侷

作， 他們嘗試將福音從一個文化帶到另一
個文化。 他們領悟到必須除去他們信息中

限本土化程度。 界限就是罪， 或罪的表
現。 伊斯蘭教從來都不缺少嚴謹的強調宗

那些觸犯目標文化群的事物。 他們必須小
心翼翼地不堅持自己的文化， 或甚至說服

教善行的律法。 我們可以嘗試活出不觸犯
文化的生活， 但我們必須很小心地不要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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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善行的體系， 或被善行的體系所捆綁。
耶穌活在律法之下， 但祂沒有放棄律法，

不同。 在馬斯山， 保羅以「未識之神」為
開場白， 接著他就引用他們自己世俗的哲

反而用內在的改變來成全律法。
第二個要注意的重點是， 耶穌經常提

學家的話來說明他的教導（羅馬書十七

出的這個議題， 就是比較那些自以為在猶
太社會中有尊貴地位的， 與那些沒有地位
的人。 很多時候， 耶穌是向那些在所謂尊
卑 文 化 觀 念 為 基 礎（honor-shame-based
culture）的社會傳福音， 而非向那些以罪
和公義為文化基礎的社會。 2

使徒保羅
使徒保羅來自猶太世家， 卻在外邦人
的城市中成長。 他在猶太文士底下受教，
但也師從希臘哲學思想家。 在他的宣教生

28）。 雖然他很少引用聖經經文， 但他還
是勇敢地宣講創造、 救恩和復活。 保羅向
我們證明了雖然他是猶太人， 但他還是可
以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鴻溝之間搭一座橋
樑， 以外邦人能明白的方式教導他們。
保羅能夠這麼做， 是因為他在外邦城
市的成長給了他所需要的背景。 神已經預
備好他來作跨文化的溝通者。 他不單瞭解
希臘和羅馬等外邦人的價值觀和信仰， 同
時也瞭解猶太群體。

穆斯林文化

涯裡， 保羅從來都不需要學習外國語言。
保羅大多時候在最靠近會堂附近的熟悉環

正如保羅瞭解他傳福音對象的文化，
我們這些欲向穆斯林傳福音者， 也必須瞭

境演說， 以他的母語講道， 並用聽眾已接
受的聖經的話語來教導。

解我們傳福音對象的文化。 東西方文化在
很多方面都不一樣。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與此同時， 保羅也在掙扎著要如何將
信主的外邦人與猶太背景的基督徒整合在

不同之處就是關係。 多數東方的文化均強
調關係。 在中東， 穆斯林的假期是一個恢

一起。 3 保羅嘗試以這類的教導和見證方
式， 就是要讓他所有的聽眾都可以接受他

復破裂關係的良機。 在假期期間， 穆斯林
家庭會去探訪每一個與他們友好的家庭；
他們探望的原因， 就只是為了要確保每一

和他的信息。 對猶太人， 他就好像猶太人
一樣的講道； 對外邦人， 他就像外邦人一
樣傳講信息。
羅馬書是保羅教導那些活在律法之下
的猶太聽眾的最佳例子。 保羅曾經想要去
羅 馬， 但 當 時 卻 面 對 攔 阻（羅 馬 書 一
13-15）， 他就決定寫信給他們。 在羅馬書
中， 保羅引用舊約， 並以猶太人對聖經的
理解來作為他辯論的根基。 與之相反的，
在馬斯山（Mars Hill， 即亞略巴古）的講
章（使徒行傳十七 16-34）中， 保羅是向
純粹的外邦聽眾傳講。 這些論說就非常的

個人可以接納他們與這些朋友的友誼。 如
果有人未去探訪這些朋友或同伴， 那麼他
們的關係就會變得緊張。 被冒犯的一方會
去探望冒犯者， 希望可以找出他們之間的
問題。

建立關係
珍惜關係對於福音教師是有益的， 因
為整個福音的關鍵就是這大好消息──耶
穌恢復了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透過這個
和好， 我們也可以改善與他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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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清楚地教導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這世界就會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然而， 當

群體。 在神學上， 新信徒可以看到及瞭解
基督教， 他也可以實踐信心及經歷恩典，

我們觀察一個典型西方福音工人的生活方

以及參與服事。 然而， 他最大的掙扎是離
開他的群體。

式時， 很明顯地西方人會有關係上的掙
扎。 他們可能會太過於投入專案、 技術性
的工程及社會事工， 以致於很少有時間給
朋友與鄰居。 西方的文化是不注重關係
的， 西方的基督徒也會帶著這種不足進入
福音禾場。

我發覺在很多時候， 當大批的穆斯林
歸信基督時， 一個共同的吸引力就是社群
的存在， 而非本土化。
這些僑居的福音工人們有沒有發展他

一旦基督徒福音工人開始他們的事

們自己之間的社群呢？答案是「有」。 他
們經常聚在一起談論購物、 傢具的價格、

工， 他們常常想到的是每星期的查經班、
門訓、 每週的授課。 至於是否要每天或一

以及清潔工人的工資。 他們討論他們的工
作、 協助彼此找工作、 彼此合作及分享個

天兩次與新朋友或剛信主的弟兄姐妹見
面， 就不常在他的腦袋中。 如果他要擔任
屬靈教師， 那麼他就必須要謹記他的穆斯

人的智慧。 他們聚在一起查經、 禱告和敬
拜。 他們一起度假、 去不同的旅遊景點、
一起遊玩和放鬆自己。 他們享受家庭之間

林學生， 不單只是要坐在那裡聽他一系列
的講座， 他們還要與學生建立屬靈的關

彼此的探望及他們的孩子玩在一起。 有時
候宣教士對這類的聚集就有些不知所措。

係。 學生們可能會安靜地坐在那裡聽幾堂
課程， 但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關係發展， 他

他們知道他們在外國是要見證和分享福

們很少會再繼續聽。

社群

音。 他們必須要花多一些時間與當地人在
一起， 但社群的吸引力總將他們凝聚在一
起。 這是很強的感受、 非常的享受， 有時

穆斯林的宗教學者常常提到「烏瑪」

甚至令人無可抗拒。
讓我覺得既有趣又難過的是， 當我們

（umma）。 我可以找到的意義最相同的
辭彙就是「穆斯林統一社會」。 對歸信基

許多人在基督教的社群裡掙扎， 要從當中
走出來時， 那些從伊斯蘭教歸信基督教

督的穆斯林而言， 他們最大的掙扎就是要
離開統一社會的緊密支持， 並進入西方的

的， 卻因著缺乏基督徒的社群生活而掙
扎， 他們迫切地渴望擁有。
好多年前， 我聽到一位在孟加拉服事

孤立、 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福音工人很多時候都儘量讓有
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可以很快地適應基督

的宣教士告訴我他的故事。 他因著渴望要
帶領人信基督， 就裝扮成宗教師。 他租了

教。 他們嘗試除去所有基督教不必要的外
在標誌， 並儘量將之融入穆斯林的架構

一間小店， 在地上鋪了張厚地毯， 每天就
坐在那裡禱告幾個小時。 兩年來他就坐在

裡。 他們穿穆斯林的服裝、 建立耶穌清真
寺、 以穆斯林的外表來包裝基督教， 以減

那裡禱告和默想。 人們經過這間店， 有些
就探頭去看， 一開始也有少數人因著敞開

低冒犯穆斯林的可能性， 但卻忽略了發展

著的大門而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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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教師每天就先去社區裡探訪， 然
後回到他的小店裡禱告和等待， 預備好與

動， 就是發展一般性身分的形式， 是那些
新信徒可以認同的。 最近， 我將這挑戰帶

人見面。 兩年之後， 人們開始進來。 有些
只是參觀一下， 但其他人則帶著他們的問

給一群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他們立刻
就開始思想他們可以用的阿拉伯辭彙， 例

題來尋求幫助， 通常都是婚姻和關係的問
題。 這位教師就將他們帶到基督面前。 一

如「牧者達丁」（mujedadiin）， 或「重
生 者」（the regenerated ones）。 前 些 時

段時間之後， 越來越多人坐下來聽他睿智
的教導。 漸漸地， 一群核心信徒就聚集在

候， 有些人建議使用希伯來書十二章 23 節
的「長子」。 這個意見不是為了要替一些

一起， 成立了社群。 然後漸漸地， 幾千人
信了耶穌。

特別的群體命名， 而純粹是為了創造一個
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可以認同的身分。 基

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 因為它
清楚地說明了教師及社群在福音工作上的

督教， 不論在哪裡， 它包括了這世界上每
一個相信的新信徒。 我們現在的身分是所

重要性。 這些人找到了彼此以及他們自己
的身分。

有人在基督裡的合一， 而非我們失去了什
麼。

當一位穆斯林來到基督跟前， 他需要
有參與感多過離開。 如果一個人經常認同
他所離棄的， 他就會經常覺得他失去了一
些東西； 但如果他認同他所參與的， 則他
將會覺得自己是這新群體裡的一分子。 很
多新信徒只因為不能除去那份失落感， 而
又轉回伊斯蘭教。
身為一名基督徒福音工人， 我們必須
要非常小心， 不要總是稱呼新信徒是伊斯
蘭教的歸信者， 比較理想的用詞是初信者
或一些比較一般性的用詞。 我個人就非常
盼望可以看到橫跨阿拉伯世界的一股新運

第七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我 的《榮 辱 觀： 敞 開 的 門》（Honor and
Shame: Opening the Door）， （Philadelphia, Pa.: Xlibris, 2001）一書， 對於這個主
題有進一步的探討。
2. 我的《榮辱觀》一書對於這個主題有全面性
的探討。
3. 在本書第九章〈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方式〉一
文， 慕勒參考了來自基督教背景和有伊斯蘭
教背景的基督徒的整合， 而勾畫的當代平行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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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本課的一個關鍵主題，是在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關係中之文化與文化誤解，以
及在穆斯林接受基督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作用。閱讀歌羅西書四 2-6。保羅自己渴望
什麼？他給我們哪些指導？

2. 克萊因（Klein）、哈伯德（Hubbard）以及 布魯姆伯格（Blomberg）說：「將聖
經真理本土化需要理解的雙焦點透鏡。首先，我們需要一副透鏡回過頭來研究聖
經世界的背景，以瞭解其引申含義。接著我們需要另一副透鏡來觀看前景，以決
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表達（本土化）今日世界所需要的真理。」1 我們給穆斯林的
訊息本土化意味著什麼？我們要如此行，需要瞭解哪個（些）文化？

1.William W. Klein, Robert L. Hubbard Jr., and Craig L. Blomberg,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Nashville, Tenn.: Nelson Reference, 1993), p. 174. （中譯本： 克萊因、 布魯姆伯格、
哈伯德著， 尹妙珍等譯， 《基道釋經手冊》， 香港： 基道出版社）。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讀： Phil Parshall, Muslim Evangelism, rev. ed. (Waynesboro, Ga.: Gabriel Publishing,
2003).
Badru D. Kateregga and David W. Shenk, A Muslim and a Christian in Dialogue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97)..
觀察： 看一齣電視節目並做筆記： 哪些因素可能導致對穆斯林的冒犯？你所看的這些
電視節目， 如何描寫西方或非穆斯林文化？
禱告： 從日出到日落， 像穆斯林在齋戒月中那樣禁食一天。 把你的饑餓感當成穆斯林
禱告的動力。
日記： 記錄下你一整天消費的所有食物和飲料。 這些東西中有哪些會被穆斯林認為是
合乎他們律法的？第二天， 只吃喝符合律法的東西。 參考第三課的〈何謂「合
法的」或「被許可的」？〉一文。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八課

神學議題

思考問題
 該怎麼面對反對我們信仰的人？
 向穆斯林朋友們傳福音的最好方式有哪些？
 該怎麼在穆斯林當中彰顯福音？
 該怎麼才能真正活出 「神學理論」？

課程目標
描述穆斯林對基督教信仰的典型誤解， 以及身為基督徒應該怎麼面對這些誤解。
1. 最值得引起注意的錯誤觀點是： 耶穌的神聖和祂作為神的兒子和先知的名分；
原罪； 三位一體神的獨一性。
2. 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還有： 十字架受難和復活（為什麼神讓耶穌受難？）； 啟
示和聖經已被修改的謊言； 天堂或樂園， 以及地獄。
3. 當別人認為我們的信仰愚蠢至極時， 我們要怎麼回應他們： 保羅是怎麼回應希
臘人的（哥林多前書一 18-31， 九 19-27）？彼得是怎麼建議的（彼得前書三
15）？
4. 向穆斯林傳福音的一些重要內容： 神救贖的本性和對被造物的大愛； 人類與生
俱來的罪性； 罪的毀滅性。
5. 傳福音並讓福音具體化： 不能只交流論點式的真理， 同時還要交流愛和犧牲。
福音是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果是， 別人能看出來嗎？
本課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為什麼要與萬民， 包括穆斯林分享關於耶穌的大好消息？
神學分歧
緊急辯護： 回答普遍的異議
以穆斯林的思維為起點傳福音

334 頁
336 頁
338 頁
339 頁
342 頁

基礎閱讀： 必須回答的一個疑問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對天父的認識
與穆斯林分享信仰

352 頁
355 頁
360 頁

完整閱讀： 耶穌是多麼吸引人
耶穌的被釘
不同的歷程： 伊斯蘭教的平安和福音的平安
推薦閱讀 & 行動

365 頁
368 頁
371 頁
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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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穆斯林對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多
不正確的看法。 有些是來自伊
斯蘭教的教義， 其他是來自民間的小
道消息。 例如， 我們珍愛聖經， 不允
許任何人隨意更改； 可是穆斯林卻說
聖經已經被更改了。 在回應這些錯誤

© Caleb Project

的觀點時， 我們不需要與穆斯林朋友
爭辯誰對誰錯。 我們只需要溫柔地告
訴他們， 我們尊重神的話語。 不能讓
這些爭辯成為我們友誼的絆腳石。 藉
著神話語的能力， 我們可以相信， 基
督會在我們把聖經直接遞給朋友、 鼓

鼓勵穆斯林讀聖經

勵他們自己讀的時候， 顯示其真理。

同樣的， 我們的朋友們可能會很難明
白三位一體的真神， 認為我們是在敬拜三
位神。 與其雙方做一些無用的爭論， 還不
如告訴他們， 我們信仰的其實是一位神。
然後繼續禱告， 求神來幫助他們理解這個
概念。 實際上三位一體的教義甚至對一些
基督徒也是難以理解的， 所以不要因為穆
斯林不懂這個概念而傷了和氣。
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必要
性； 祂用自己的寶血和公義為我們的罪付
上了代價； 只有透過祂的復活才有能力勝
過死亡、 罪惡、 羞辱和恐懼， 明白這些對
瞭解基督教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在努
力解決救贖故事的結論之前， 穆斯林或許
需要先明白神其他的啟示。

神的真實本性
當穆斯林信靠神、 敬拜祂， 把聖經中
所表述的同樣的特質歸於神的時候， 他們
可能並沒完全瞭解神救贖的本性。 舊約聖
經裡， 我們確信要有一個完全的祭牲來贖
罪， 並啟示了耶穌基督的降世及其使命的
明顯預表， 也記載了很多次神拯救並供應
自己選民的例子。 若是我們先與我們的朋
友說些信息， 他們就能更容易瞭解神完全
可以成為凡人， 而且這也沒有違反三位一
體真神的道理， 他們也可以理解神為什麼
會為了我們的罪而犧牲自己。
如果我們能幫助穆斯林朋友清楚更完
整的神的本性， 他們可能會接受祂的大
能， 以及差遣基督為我們而死。

第八課 神學議題

穆斯林還需要對聖潔的神是如何看待
我們的罪， 以及所有人類根本無法滿足祂
的標準的正確解釋。 除非我們能真實地面
對人類對罪的固有傾向， 正如神的子民所
表現出來的樣子， 否則我們不會得出我們
需要神預備一位救主的結論。 除非他們先
認識神的救贖本性， 並明白罪的死亡本
性， 否則我們怎能期望穆斯林朋友能接受
神透過基督的死來救贖的極不尋常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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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真正的危險， 是在領受神自己奇妙的
話語時， 卻失去了神。 」1
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教導， 大部分都
是根據早期穆斯林和猶太人， 以及一些偏
離正道的基督徒們之間的交往得來的。 另
外， 他們嚴重曲解了耶穌為了救贖人類的
罪， 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真正意義。 猶
太人透過他們的歷史、 文化和宗教儀式的

方式呢？

許多方面， 明白聖經的基本概念： 神的救
贖本性、 祂給我們極致的愛、 人類與生俱

作為福音宣教工人， 我們總是容易把
重點放在那些神學理論上。 事實上， 很多

來的罪性和其必然的後果。 即使這樣， 猶
太人還是覺得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而又復

人在真正瞭解福音的含義之前， 就已經相
信耶穌了。 要是我們過度強調對福音的認

活的說法令人反感， 甚至是絆腳石。 這對
希臘人來說也是荒謬的、 不可理喻的（參

知， 則我們的溝通方式可能會拉大我們之
間的友誼， 也會阻礙我們彰顯出對鄰舍的

哥林多前書一 17-25）。

愛。 我們是否忽略了神把人們帶回祂那裡
的方式？

人際關係的見證

穆斯林的反應也是如此。 和希臘人一
樣， 穆斯林對聖經的瞭解極少； 他們不明
白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的緣由和尊
貴。 他們不相信對救世主的需要有多麼重
大， 所以他們時常否認耶穌基督的受難，
或是解釋為另有其因。 那麼， 我們該如何

如果我們只重視知識， 那麼我們只會
用頭腦生活而不是用心生活。 我們與人之

才能使他們知道神慷慨地為我們所預備的

間的交往會變得空洞， 而且也會避開真正
的友誼聯繫。 不錯， 我們可能會傾向於這

公義、 愛、 饒恕和培育時， 而感受到的深
刻喜悅呢？

種逃避以保留自己的個人空間， 並遮掩我
們的弱點， 和自己未能按照聖經的設計而

吸引人的見證

生活的方式。 講述聖經的真理， 與談論我
們每天為應用這些真理所遇到的掙扎相

當時希臘人的問題是： 為什麼神會做
這樣一件令人無法想像而又不合邏輯的事

比， 要容易得多。 我們甚至可能與自己的
配偶、 我們自己、 或是與神也不親密， 更
別提一位來自異國、 異教的新朋友了。 我

呢？成為人， 過聖潔的一生， 卻死得這麼
不公正？因為穆斯林也有相似的疑慮， 所

們非常傾向於躲藏在我們的知識背後， 而
不敢讓外人知道我們不完美的本性。 在

以慢慢來可能會使他們更受益。 如此一
來， 我們也會有機會謹慎地為福音補充更

《渴 慕 神》（The Pursuit of God）一 書

加詳盡的聖經背景， 同時彰顯出福音， 好
讓我們的穆斯林朋友可以觀察到我們的生

中， 陶恕（A. W. Tozer）寫道： 「我們基

活。 這樣的見證比起那些穆斯林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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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世界裡所觀察到的「橫槍掃射」式的

章節附註

邏輯真理之口舌之戰， 要更可觸及、 更吸
引人。 透過見證我們身為基督徒在每一天
生活中的掙扎， 坦誠、 謙卑、 忠實地服

1. Tozer, Pursuit of God (Camp Hill,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93), p. 13. （中譯本： 陶
恕著， 薛玉光譯， 《渴慕神》， 香港： 宣道
出版社， 2003）。

事， 大部分穆斯林都會真正地感激福音，
並渴慕主。
─K.S.， 編者

為什麼要與萬民， 包括穆斯林分享
關于耶穌的大好消息？
為什麼很多基督徒在一些似乎並不
歡迎基督教的地區， 例如穆斯林國
家， 願冒著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險， 不顧
一切地宣揚主耶穌基督？他們這樣做是對
或是錯？在許多穆斯林國家， 很多公民連
國際共識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沒有。 那麼，
這些基督徒又是如何在這些國家傳福音呢？
來自十九個國家的五十五個基督教組
織的領袖們在如下簽名聲明當中， 說明了
我們的目的和方法。 我們的工作不代表任

認：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 良心和宗
教自由。 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
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以及單獨或集
體、 公開或祕密地以禮拜、 戒律、 實
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 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
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
迫。 」1
在這個問題上不應該有雙重標

何政府或文明， 而是遵從和跟隨耶穌。

準。 居住在西方國家的穆斯林可以自
由地表達和分享他們的信仰。 所以在

關于人權的國際聲明

穆斯林國家的基督徒們也應該同等自
由地表達和分享自己的信仰。

首先， 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每個
人， 無論住在何處或訪問何處， 都有
世界所公認的與他人談論自己宗教信
仰的權利。 國際社會贊同： 一百五十
一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之〈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簡 稱 ICCPR）。 該 公 約 確

但是我們為什麼， 又應如何與穆斯林分享
主耶穌基督？
1. 我們是耶穌（穆斯林稱為「爾撒麥西
哈」）的跟隨者。 這意味著耶穌對我們
而言是最為重要的。 我們追求以耶穌和
祂的大好消息為我們生活的中心。 2
2. 這個大好的消息是什麼呢？我們從神經

第八課 神學議題

歷了平安、 我們的罪得以被赦免， 以及
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所得到
的永生。 3
3. 我們極樂意與人分享這個大好消息。

4

而且我們的任務是與世界上的萬民分享
這個大好消息， 因為主耶穌教導我們這
麼做。 5
4. 因此，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尋求成
為使人和睦的人， 邀請全世界所有的人
與神和好， 也彼此和好。 6
5. 我們來自許多不同文化、 不同國家、 不
同背景的人， 把這個和平的信息傳給萬
民， 以愛、 尊重和對文化差異的敏感，
而不是以強迫或物質利誘為手段。 7
6. 我們相信只有神才有能力改變一個人。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同意此觀點。 8 對
許多人而言， 「穆斯林」和「基督徒」
這兩種稱謂只劃定了表面上和文化上的
身分。 我們邀請萬民， 包括穆斯林， 進
入透過耶穌而得以實現的內在轉變， 而
不是注重外在標籤的不同。 9
7. 當福音為接受福音的信徒們帶來了內在
的轉變， 並接著為他們所處的社會帶來
積極的影響時， 我們便充滿喜悅。 10
8. 身為耶穌的跟隨者， 我們積極的行善。
我們透過善行來效法耶穌、 尊崇神， 並
尋求使這個痛苦的世界得著醫治。 11
9. 對我們而言， 生命的一切所有全都交給
了耶穌。 因此， 不論我們在哪裡， 不論
我們做什麼， 我們的工作就是見證神，
並且在工作中見證。 12
10.耶穌和祂的大好消息對我們而言是無價
的珍寶， 所以我們寧可犧牲自己或自己
受苦， 也要讓別人有機會認識主耶穌，
並分享祂的大好消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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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 自 www.unhchr.ch/html/menu3/b/a_ccpr.
htm。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甚至使用了更
強烈的言詞， 堅持「人人有思想、 良心和宗
教自由的權利； 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 以及單獨或集體、 公開或祕
密地以教義、 實踐、 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
教 或 信 仰 的 自 由」。 摘 自： www.un.org/
overview/rights.html.
2. 腓立比書一 21； 加拉太書六 14。
3. 使徒行傳十 43； 羅馬書五 1， 六 23； 哥林
多前書十五 1-4。
4. 哥林多後書五 14； 以弗所書五 2。
5. 馬太福音廿八 18-20。
6. 馬太福音五 9； 哥林多後書五 18。
7. 羅馬書十二 17-18； 哥林多前書十六 14； 哥
林多後書八 2； 彼得前書三 15。
8. 耶穌教導我們「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約翰福音六
44）古蘭經也這樣說： 「真主必使他所意欲
者遵循正道。 」（古蘭經廿四 46， 卅五 8）
實際上， 這兩個宗教都是傳福音給萬民的宗
教（古蘭經三 20； 廿五 1， 卅八 87； 約翰
福音三 16）。 兩種信仰都聲稱最後的使者
（古蘭經卅三 40「真主的使者， 和眾先知
的封印」； 希伯來書一 1-2）。 雙方均被呼
召作見證（古蘭經二 143； 馬太福音廿八
19-20）。 兩本經書均闡述了自己獨特的信
息（古蘭經三 85； 約翰福音十四 6； 使徒行
傳四 12）。 雙方均被呼召用謙卑的態度來
作見證（古蘭經十六 125； 廿九 46； 彼得前
書三 15）。
9. 以西結書卅六 26-27； 約翰福音三 3-7； 哥
林多後書五 17-20。
10. 歷史上， 宗教信仰之志工組織為非西方國家
的宗教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有非正
式的統計顯示， 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以上宗教
事業的發展離不開這些組織。 例如這些組織
創辦了非洲和亞洲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和醫院
（摘自： Dr. Ralph D. Winter, William Car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11. 馬太福音五 16； 使徒行傳十 38； 提多書二
7-8、 14， 三 14。
12. 哥林多前書十 31； 歌羅西書三 17、 23。
13. 使徒行傳五 41； 腓立比書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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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分歧
布魯斯‧ 麥道威爾（Bruce McDowell）、 尼斯‧ 札卡（Anees Zaka）
當穆斯林和基督徒承認並感謝神使

真主的仁慈是透過完美的戒律表現出來

他們聯合起來的那些共同點的同

的； 而基督教則相信神的愛的終極表現是
在耶穌彌賽亞的生活、 受難和復活所表達

時， 雙方也必須承認他們之間有重要的差
異。 穆斯林聲稱古蘭經是真主完美旨意之
最終、 最明確的啟示； 而基督徒則認為耶
穌基督是以人的形像出現的神活潑的道。

的犧牲、 救贖的愛。 這些不同點尤其值得
我們注意。 3

對穆斯林而言， 古蘭經才是真理； 而對基
督徒而言， 整部聖經中的活見證， 終至成

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 古蘭經裡遺漏
了兩點最重要的啟示： 神的聖潔和人類的
罪性。 這兩個真理是互相依存的， 兩者相

為救世主的耶穌基督才是真理。 這些信仰
決定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對神、 人類、 救

加才能說明神對罪人的解決方法， 是一個
義人代替罪人的罪而犧牲。 假如神的聖潔

恩、 引導、 公義、 啟示和審判的看法。 1
對穆斯林而言， 當一個人接受真主為

或人類的罪性被減少或過度強調， 那麼對
救贖的恩典就不復存在了， 並且一個人類

自己的主宰， 自己的馬布德（Ma’bud， 敬
拜、 讚美、 忠誠、 順服的主體）的時候，

善行的宗教， 就變得看似有理了。 這只是
我們在伊斯蘭教信仰裡所發現的。

才能成功和得救。 如同基督徒相信耶穌基
督的啟示表示神的救贖， 伊斯蘭教相信穆

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同意這樣的觀點：
真理是神賜下的被認可的啟示。 但是這一

罕默德的啟示才是真主的拯救。 接著就是
耶穌基督的啟示將人類從罪的綑綁中釋放

出發點也是分歧的起點。 真正的啟示究竟
是從天而降啟示安拉旨意的一本書， 或是

出 來， 穆 罕 默 德 的 啟 示 把 人 從 舍 雷 克

透過瞭解聖靈啟示的聖經所揭示給我們的

（shirk， 偶像崇拜）和卡菲爾（Kufr， 無
神或無信仰）的綑綁中解救出來。 2

人子基督呢？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認為神是仁慈

對穆斯林來說， 古蘭經被視為一本保
存在天堂的自存永恆的書， 幾乎是被敬拜

的， 而且祂愛世人。 但問題是： 神會選擇
同情人類的情況到什麼程度呢？神會怎麼

的； 相信聖經的基督徒們信任唯有聖經才
是從神而來之可靠的、 絕對正確的話語，

表現出祂的愛和仁慈呢？在伊斯蘭教裡，

透過基督給我們的拯救揭示了神的本質。

麥道威爾在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學習伊斯蘭教義， 曾參與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服事工作。
札卡是「無牆教會」（Church Without Walls）的創辦者暨負責人， 也是聖經學院伊斯蘭研究會（Biblical Institute for
Islamic Studies）的創辦者暨會長。
改編自 Bruce A. McDowell and Anees Zaka,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t the Table (Phillipsburg, N.J.: P & R Publishing,
1999), pp. 149-50. www.prpbooks.com.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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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壓力
古爾扎（Gulzar）上大學時開始信主， 而且信仰成長得很快。 她瞭解到身為基督徒選
擇配偶的標準， 不能和不信的同負一軛（參哥林多後書六 14）， 因此告訴了她的男朋友魯
斯塔姆（Rustam）， 說他若是不信主， 就不能和她結婚。 魯斯塔姆看到了古爾扎的轉變，
也開始尋求真理。 至終他來到基督跟前， 受了浸， 並和古爾扎結婚。
逼著他們離婚的家族壓力立刻開始增加。 魯斯塔姆的父母反對古爾扎， 埋怨她誘騙魯
斯塔姆遠離他們的伊斯蘭傳統。 他的朋友們開始慫恿他重新喝酒， 而他也不再與其他信徒
來往了。 當他喝醉酒的時候雖然不打古爾扎， 但是會辱罵她。 古爾扎愛魯斯塔姆， 相信他
是認識耶穌的。 可是魯斯塔姆相當軟弱， 並沒有和妻子一起遠離罪惡。
在這對夫婦所處的社會裡， 婚姻被認為是結了婚之後離婚， 也總比終身不結婚好。 但
對很多人而言， 這種觀念是能否接受基督的巨大障礙。 接受基督可能意味著他（她）永遠
無法結婚。
摘自： The Uyghurs of Central Asia, Caleb Project.

章節附註
1. Badru D. Kateregga and David W. Shenk, Islam and Christianity: A Muslim and a Christian in Dialogu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p. 170.

2. Isma’il Ragi al-Faruqi, Christian Ethics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25.
3. Kateregga and Shenk, Islam and Christianity,
pp. 169-70.

緊急辯護：回答普遍的異議
愛德華． 何西堅（Edward J. Hoskins）
當一個穆斯林第一次見到基督徒
時， 不可避免地都會問一些問題，

並會提出對基督教信仰的異議。 那些不熟
悉這種方式的西方人常覺得他們這種直率

何西堅博士是中西部一所重點大學的內科醫生， 參與穆斯林工作已二十多年。 八十年代初期， 何西堅偕同妻子兒
女留居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其後因黎巴嫩內戰而返回美國。 何西堅自此致力於指導準備前往中東宣教的信徒同工，
其後入職一基督教宣教機構， 一直緊守崗位至今。 其著作《心入穆斯林》（A Muslim’s Heart）由「導航會」（Navigators）事工之一的道森傳媒（Dawson Media）出版。
改編自 Edward J. Hoskins, A Muslim’s Heart: What Every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To Share Christ with Muslims (Colorado Springs: Dawson Media, 2003), pp.35-38. www.dawsonmedia.com. 蒙允使用。 （中譯本： 何西堅著， 紫晴譯， 《心
入穆斯林》， 香港： 宣道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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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很失禮， 被提問的基督徒會覺
得受到威脅和不安， 而且會常以徹底
並邏輯的福音辯護來回應他們。 結果
要不是刺耳的互相辯論、 冒犯雙方，
就是那名基督徒因為無法爭論出結果
而感到沮喪， 進而變得銳氣大減。 之
後那位穆斯林會暗忖為什麼那個基督
徒既消極又缺乏勇氣？這樣的爭辯，
絕對不利於友誼的進一步發展！
還有一個辦法。 我總結出一些
針對穆斯林對基督教信仰的疑問之簡

© Arab World Ministries

要回答。 這些答案可以讓你面帶微笑
地滿足大部分的詢問。 仔細聆聽穆斯
林的質問， 能讓你更瞭解對方對屬靈
問題感興趣的程度。 一個穆斯林的質
問可能不像他們所表現的， 那樣要反
駁些什麼； 他所要尋找的， 也許不只
是你的信仰， 他可能更想試探你是否
尊重他和他所持的觀點。

十字架： 神的主動

以下的回答， 意不在於詳盡無遺的辯
解。 恰恰相反， 這些回答所要表達的是：
你在乎他們或他們的信仰， 並且你想與他

偶像的人回轉敬拜獨一真神， 而且他還對
我的主耶穌作出了許多肯定的評價。 我覺

們繼續對話。

得這幾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 都足以讓我
尊重穆罕默德。 」

「你對穆罕默德有什么看法？」

「你對古蘭經有什么看法？」

對一個穆斯林來說， 穆罕默德是這世
界上最寶貴的人。 所以你對這個問題的答

回答：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古蘭
經是你們而不是我們的聖書。 雖然我不像

案， 會決定你們以後的關係如何。 誠實地
回答， 但尊重穆罕默德， 就像你會希望穆

你那樣信仰古蘭經， 但是我讀過。 我欣賞
它， 是因為裡面記載了很多關於我的彌賽

斯林朋友尊重主耶穌一樣。
回答： 「你知道的， 穆罕默德不是我

亞主耶穌的美好的事。 」

的先知； 他是你的先知。 儘管我不像你那
樣信仰他， 但是我尊重他。 從政治角度而
言， 他是一名改革家、 政治家和民族領
袖； 從宗教角度來說， 他呼籲了那些崇拜

「你為什么沒有成為穆斯林？」
回答： 「你知道我是基督徒， 這表示
我不是你們的宗教、 你們的先知或是聖書
的追隨者。 但是如果你按照『穆斯林』的

第八課 神學議題

真正含義『順服於真主的人』來理解， 那
麼我已經是穆斯林了。 我已把我的一生交
給真神來支配， 而且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已
潔淨了我的罪。 」

「聖 經 裡 是 否 預 言 了 穆 罕 默
德？」
穆斯林們相信聖經預言了穆罕默德的
到來， 從亞伯蘭的呼召開始（創世記十二
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
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
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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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相信在申命記十八章 18 節裡，
神對摩西的話語中也預言了穆罕默德：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
知， 像你。 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 他要
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
回答： 「我相信神在聖經當中預言了
一位很特別、 以後要到來的先知。 有幾個
預言可能會與穆罕默德相混淆。 然而， 聖
經裡有關先知的預言多達三百多個， 每個
都很具體。 透過我對它們的研究， 我相信
只有一個人可以（也真的）符合每一個預
言， 那就是馬利亞的兒子彌賽亞耶穌。 要
是有時間， 你願意看看幾個這樣的預言

必 咒 詛 他。 地 上 的 萬 族 都 要 因 你 得

嗎？」帶著微笑， 溫柔地把話題轉到耶穌
和經文上。

福。 』」
穆斯林相信全世界的祝福是伊斯蘭教

在不妥協的情況下， 這些一般性的異
議和其他類似的問題， 都可以這種既簡單

的到來。 他們誤以為這句話表示神要透過
夏甲和她的兒子以實瑪利來成就一個大國

明瞭又滿懷尊重的言語來回答他們。 我們
的目的並不是在小的辯論中取勝， 而是多

（創世記十七 20）。

交朋友， 和可以聆聽福音的機會。

誰該為人類的救贖負責？
在伊斯蘭教裡， 救贖人類的責任擔在他自己的肩頭上， 及倚靠他對律法的順從。 而在
基督教裡， 人類的救贖則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伊斯蘭教告訴人們該怎麼賺得救贖； 基督教
告訴人們， 神為他的救贖做了些什麼。 伊斯蘭教是對呼召的服從； 基督教是神主動地宣
告。
James P. Dretke, A Christian Approach to Muslims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9),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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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穆斯林的思維為起點傳福音
派翠克‧ 凱特（Patrick O. Cate）
歷史之牆使得十億的穆斯林無法進
入到與神親密的個人關係中。 這篇
文章所論述的， 就是除了現存的歷史、 文

陳明審訊的本質， 好像是種種指控， 既作
法官又作陪審團
， 而基督徒只能處處防守
。
當我們與穆斯林分享耶穌基督的愛時， 我
們要藉著禱告來瞭解他們， 從他們的思

化、 社會、 家庭、 政治和語言障礙之外的
歷史性神學之牆。 我們必須時刻謹記， 沒
有什麼事情能替代禱告、 愛和建立個人關

想、 心靈和思維體系著手。 從他們的落腳
點開始， 極為關鍵， 即從穆斯林接受、 看

係， 可以把穆斯林帶到救贖主的光中。 這
些需要時間、 精力和高度重視。

重的事物開始， 而不是從他們反對的預設
立場開始。 從他們接受的事實著手， 我們

穆斯林內心的想法
不能從穆斯林的思想意識著手， 開門
見山地直擊那些穆斯林截然反對的東西，
就好像是我們自己用頭撞牆。 若是我們仔
細研究怎樣才能敲開穆斯林的大門， 我們
必須要從穆斯林內心的想法著手， 從他所
接受的著手， 而不是他們所忌諱的。 我們

需要逐漸地幫助他們克服抵擋福音的偏
見， 好讓他們透過在耶穌基督裡的信仰，
以一種個人的方式認識神。 我們提供如下
逐步向穆斯林見證福音的方法， 在重點方
面解除他們的敵意並減少福音的阻礙。

基督的神性
穆斯林一直以來都認為基督不可能是

不能從希望他達到的目的地開始。
自穆斯林和基督徒打交道的十四世紀

神。 如果我們不提及古蘭經和聖經之間的
矛盾， 而且也不提及「基督就是神」這樣

以來， 同樣問題的爭執一直持續到今天：
基督的神聖、 三位一體的真神， 作為神子

的話題， 就可能帶領一些穆斯林公開面對
這個真理， 並且接受這個真理。

的基督和聖經的可信度。 我們若閱讀「大
馬士革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 西元

建立了和諧的關係之後， 我把話題轉
到屬靈方面的事情， 特別是轉向基督的話
題上。 我喜歡問我的穆斯林朋友們， 是否

740 年）或是其他早期與穆斯林辯論之人
的作品， 便會學到不少東西。
與穆斯林作意見交流， 常會演變成邏
輯辯論， 這種辯論以穆斯林本已抗拒的事
情為依據， 結果就成了明顯的對伊斯蘭教
的攻擊。 有時候在討論中， 穆斯林被允許

相信基督是由童女所生。 他們的回答是肯
定的。 然後我就對他們說： 「所以， 他沒
有父親； 那麼， 祂的出生是不是獨一無二
的， 是不是超自然的？」有時候穆斯林會
指出亞當也沒有父母， 而我承認這是事

凱特博士是恩光使團（Christar）主席， 該會的前身是國際傳道會（International Missions, Inc. 簡稱 IMI）。 恩光使
團已經在二十個國家的穆斯林中間， 服事了七十多年。 www.christar.org
改編自 Patrick O. Cate, “Gospel Communication from With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p. 93-97. www.ijfm.org.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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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但是我會回到基督身上， 指出「但是
耶穌並不像我們這樣， 是由父親生的， 不

眼的， 使他們可以看見； 祂醫治了生來瘸
腿的， 使他們可以歡喜跳躍； 祂治好了痲

是嗎？所以祂的出生是獨特的， 是超自然
的， 對嗎？」雖然這個事情很清楚地寫在

瘋 病 人 和 瀕 死 的 人（古 蘭 經 三 49， 五
110）。 因此， 基督的一生是超自然的， 是

聖經（馬太福音一 23）和古蘭經裡（古蘭

獨一無二的。 有時候穆斯林會說： 「其他
人也施行了神蹟， 而且古蘭經就是穆罕默

經三 45-47）， 但是我通常不會在這個階
段直接引用這些。
然後我指出， 基督實施了許多滿有慈
愛、 仁慈和憐憫的神蹟。 祂醫治了生來瞎

德的神蹟。 」我就回答： 「聖經裡說過還
有其他人可以施行神蹟， 但是耶穌基督的
神蹟是超自然的， 是獨特的作為。

突厥語系民族
突厥語系民族由一百九十四個種族組成， 總共有一億七千萬人， 分佈在中國、 俄羅
斯、 土耳其和中亞的一些國家如： 伊朗、 伊拉克、 阿富汗、 阿塞拜疆、 哈薩克斯坦、 吉爾
吉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圖克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而且相當數量的突厥語系民族， 也在
歐洲國家形成了一些社區， 包括保加利亞、 法國、 馬其頓和英國， 都有超過十萬人口。 以
及德國（超過兩百二十萬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德國）和英國。
因為前蘇聯曾一度統治許多突厥語系民族的國家， 在這些地區的突厥語系民族人口數
在國家得到自治權以後的二十年以來，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阿塞拜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1990 年從俄羅斯的統治中獲得獨立。 阿塞拜疆本國內有
七百萬的居民， 可是在伊朗有一千九百萬的阿塞拜疆人。 接近百分之八十七的阿塞拜疆人
都是穆斯林。
巴庫（Baku）， 阿塞拜疆的首都， 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城市。 雖然周圍的很多鄉村都保
持著原先的生活和風俗習慣， 但是巴庫的居民受到西方相當大的影響， 因為這裡是國際石
油的交易中心。 自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戰爭以來， 很多亞美
尼亞控制地區內的戰爭避難者來到巴庫郊區居住， 使得在巴庫不斷擴大的文化差距越來越
明顯； 此外， 還有很多從農村來的學生在巴庫就讀大學。
阿塞拜疆人對他們廣博的詩歌和音樂傳承引以為傲。 一些巴庫的街道以著名阿塞拜疆
詩人的名字命名， 並且還鑄造了雕像來記念著名的作者。 很多阿塞拜疆人把伊斯蘭儀式與
古代對火的敬拜融合在一起， 這些古老習俗是因為這個地區豐富的天然氣儲藏， 有時會導
致地表產生火的自燃而出現的。
摘自： Hope and a Future for Azerbaijan: A Prayer Guide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9); 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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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

黑海

鹹海

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喬治亞

吉爾吉斯斯坦

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土耳其
敘利亞 伊拉克

里海
伊朗

福音的見證
到目前為止， 我與他們分享的這些都
是他們已經接受的， 而且我通常也不直接
引用聖經或古蘭經的經文， 所以無論如
何， 他們通常都會接受我們和他們分享的
關於基督的事。 現在這樣就已經打好了基
礎， 接著， 我會簡要地與他們提一些他們
通常不接受的事實： 「先知耶穌死在十字
架上， 後來又從墳墓中復活並且戰勝了死

土庫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中國
阿富汗

巴基斯坦

是也很超自然、 很獨特？」（見古蘭經三
55， 講述耶穌升天的部分）。 我用這樣的
說詞： 「所以， 你找不到可以敬拜祂骸骨
的墳墓。 」以此來提醒穆斯林看到他們所
認為的萬物有靈論的根源和傾向。 穆斯林
不只是在麥地那敬拜穆罕默德的駭骨， 而
且在整個穆斯林世界裡， 穆斯林們都相信
萬物有靈或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因此， 他
們相信那些已逝之聖人的骨灰， 會使他們
的祈禱得到應驗。 而這種做法要歸因於一

亡。 」有時候在這點上， 穆斯林會反對我
所說的， 但是我會儘量不回應他們的反對

種與真主的合作， 或是對不可饒恕之罪的
逃避。 雖然我沒有詳細地解釋這一點， 但

意見。 穆斯林需要聽到福音， 而且我不知
道有些個別的穆斯林要聽多少次福音， 才

是這樣做可以給他們一個溫和的提示。
此時， 先避開耶穌的死和復活的事

會開始相信。 但是既然我希望這樣可以減
少他們需要聽到的福音見證的次數， 所以

實， 我說： 「所以基督生命的結局相當獨
特， 又超乎自然。 祂一生的終了和我們不

我盡力地與他們談清楚。 何況， 有可能我
這一生就和他們見這一次面， 這也是我為

同， 我們是既有墳墓也有屍體。 」我不用
「基督的死」這樣的詞。 討論關於基督一

什麼與他們這樣清楚地分享福音的另一個

生之三個要點中的每一點， 我都會提出這
樣的問題： 「難道這樣的事實， 還不夠表

原因。
接著， 我提出他們也已相信的耶穌的
另一點： 「然後先知耶穌升了天。 」但是
我會加上： 「而且你也找不到可以敬拜祂
骸骨的墳墓。 你說， 祂的一生結束得是不

明基督的出生、 一生和生命的終了， 是那
麼獨特又超自然嗎？」我不斷地問這個問
題， 直到我的穆斯林朋友們給我一個肯定
的答案為止。

© Caleb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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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也大約有十個人左右， 我們的對話變
得有點激烈。 然而， 我不斷地問同樣的問

為了介紹這個思想發展的最關鍵部

題： 「難道這不是使耶穌成為所有人中，
唯一、 獨特而又超自然的出生、 一生和終

分， 我重新提到： 「所以基督的出生、 祂
的一生和祂生命的終了， 是獨特的、 是超

了的人嗎？」我繼續地問， 直到一個定居
學者， 一位伊斯蘭教的教長， 回答道：

自然的； 」以此引出事實： 「所以先知耶
穌在所有存在過的人中， 是唯一的這三點
都有的先知： 獨特超自然的出生、 獨特超
自然的一生， 和祂獨特超自然的生命終

「是的。 」這才使對話從攻擊基督教轉為
讚美耶穌。 顯然， 這樣的變化並不意味著
他們開始相信耶穌或已經得救。 但是這止
住了他們的攻擊， 使他們可以敞開思維，

了， 不是嗎？」有時穆斯林會指出個別的
例外， 當然， 我會指出： 「是的， 有些人

接受他們從未想過的可能性。
這種方式和思維調整的優點之一， 就

也會有超自然的出生或施行過神蹟。 」因
此， 透過使用「唯一」和「所有三個」這
兩個詞來強調耶穌的獨一性是很重要的。

是它從穆斯林的思維內部為起始點， 從已
知進入未知。 在頭腦中， 他們已經接受的

基督是唯一活出所有這三個特性的人。
我繼續問這些問題， 直至得到一個肯

基督由童女所生、 祂的神蹟和基督升天的
事實可以幫助他們明白： 由於基督是唯一
擁有這三種超自然特性的人， 因此祂是所

定的答案為止。 我問： 「既然先知耶穌是
唯一有獨特的超自然的出生、 一生和終了

有人中最獨特、 最超自然的人。 穆斯林以
前從來未曾把這三種特性放在一起， 或沒

的人， 那麼祂是不是所有人中， 最獨特、
最超自然的人呢？」最近， 當我與一個穆

有意識到耶穌生平的重要性。 我建議其他
熱愛穆斯林的人， 也嘗試這個方式。

斯林聊到這點時， 他回答： 「是的。 」他
放下了他的反對意見， 並隨即問我： 「你

神的兒子

能 不 能 給 我 一 本 新 約 聖 經？我 想 讀 一
讀。 」所以， 在整個討論和思維的過程
中， 不用「神」、 「基督的神性」和「神
的兒子」等字眼， 真的可以在第一次談話
中， 就讓穆斯林贊同基督是最超自然、 最
獨特的人， 這樣就已經非常接近他們所承
認之基督的神性了。

對基督的重要性的體認
前些日子， 我坐在美國的一座大型清
真寺的地板上， 和幾位穆斯林朋友交談。
我們大概有十個人從當地神學院而來， 穆

在大部分與穆斯林的交談中， 並不是
基督徒先提出「神的兒子」這個概念並開
始討論的， 而是穆斯林以他們絕對的反對
意見來開始談論這個問題。 然而， 我發現
這是最好回答的問題。 作為開頭， 我們需
要問： 「你說神的兒子是什麼意思？」通
常他們並不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探究到
底： 「你是說， 在某種意義上， 神與馬利
亞結婚並同房， 是嗎？」當他們肯定或認
可這點時， 我接著會帶著比他們所表達得
更為強烈的情緒， 說道： 「Haram, fosh
這是褻瀆神！」來表達比他們感受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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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語， 五個波斯語之有關親屬關
係的比喻。

使用親屬關係的比喻， 以
指正他們的定義
大概在穆斯林語言中使用
「……之子」的最普遍的說法是
「Ibn is sabil」， 即「道之子」；
在阿拉伯語裡的意思則是「旅行
者、 徘徊之人、 過路人或旅客」。
它可能是最普遍的概念， 因為這個
詞在古蘭經中出現五次（古蘭經八
41， 九 60， 十七 26， 三十 38， 五
九 7）。 在古蘭經中， 「神的兒
子」作為基督的一個稱謂是不被接
受的， 而「馬利亞之子」則可以。
我利用這點與穆斯林交談的方
© Caleb Project

法非常簡單。 我只是問： 「『Ibn
is sabil』是什麼意思？是說道路結
了婚並生了一個小道路， 而這小道
路是旅行者的意思嗎？是說道路結
他會聽到什麼見證？

表達過的更為強烈之對這個概念的否定。
重要的是， 要他們聽見並意識到他們所摒
棄的， 即神與馬利亞同房， 對我們而言比
對他們而言， 更為褻瀆神。

了婚並同房， 然後又生出一個道路
的兒子嗎？」通常回答是： 「哦，
不， 不， 不。 」然後我說： 「那麼， 你的
意思是……？」他們一般會這樣回答：
「旅行者、 徘徊之人、 過路人或旅客。 」

那麼「神的兒子」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又說： 「所以， 你的意思並不是像
字面所理解的意思， 也不是從身體或生物

呢？又一次， 我認為從穆斯林的思維內部
開始， 逐步的進展是很關鍵的。 一個小的

的角度來理解。 但是你的意思是以屬靈或
一種比喻的方式來理解。 同樣道理， 當聖

調查可能值得考慮。 我鼓勵每個面向穆斯
林的宣教工人， 要學習他所使用的穆斯林

經裡提到基督是神的兒子時， 意思並不是
說神與馬利亞結了婚， 同房了又生出一個

語言， 在其中為「兒子、 父親、 母親、 女
兒和姐妹」這樣的詞彙， 找出儘可能多的

嬰孩耶穌。 我們不相信一個『上帝爸爸』
和一個『上帝媽媽』生出一個『上帝寶

比喻、 類似詞語和說明。 我便有六十個阿

寶』。 那是褻瀆神的！」我經常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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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是按照字面、 生理或身體的角
度來使用這個詞， 但是我們是以屬靈和比

個比喻而已。 大部分是文化性非常強的，
而且不同的穆斯林語言所適用的習慣用語

喻的方式。 」在這個方法中使用每一個比
喻時， 我都重複這一連串圍繞著「神的兒

也不同。

子」之問題和答案。
有 一 句 埃 及 俗 話： 獅 身 人 面 像 是

提供正確的特性描述

「Abul Houl」， 意思是獅身人面像是「恐

重要的是， 不僅要幫助穆斯林意識到
他們對神的兒子的定義是不正確的， 還要

懼之父」。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 是說獅身
人面像結了婚並生了小獅身人面像， 而小

提供他們一個積極的定義。 而且我們必須
不僅僅問自己其意義， 還要清楚明白這個

獅 身 人 面 像 是 恐 懼 嗎？他 們 回 答 說：

定義必須要傳遞什麼訊息？從神學上看

「不， 獅 身 人 面 像 保 衛 著 沙 漠 和 金 字
塔。 」然後我回答： 「所以， 你的意思並
不是像字面所理解的意思那樣， 也不是以

來， 「神的兒子」一詞傳達了幾個重要的
意義。 其中之一是「子」顯示「父」。 希

身體或生物的角度來理解。 但你的意思是
以屬靈或比喻的方式來理解。 當我們說

伯來書一章 1 至 4 節指出： 神「藉著他兒
子曉諭我們」， 以及子「是神榮耀所發的
光輝， 是神本體（本性）的真像。 」

『基督是神的兒子』時也是一樣。 聖經並
不是從字面、 生理或身體的角度來使用這

我們需要清楚啟示的含義。 「啟示」
是什麼意思？有時候， 我會用視覺的輔助

個詞， 意思是有一個『上帝爸爸 』和一個
『上帝媽媽』， 生出一個『上帝寶寶』。

辦法。 手觸摸著附近一扇窗上的窗簾， 我
說： 「如果我以前從來沒有來過這個國

我們乃是以屬靈和比喻的方式來用詞。 」
什葉派通常對阿里（Ali）的尊重， 比

家， 然而某天晚上抵達這裡， 天色很黑，
這些窗簾也拉上了， 早晨的時候這些窗簾

對穆罕默德來得多。 所以， 在波斯語中，
我會運用同樣的比喻手法。 他們稱阿里為

被打開， 那麼『遮蔽物』就被挪開了。 啟
示就會發生， 我可以看到外面， 看到這個

「寡婦的丈夫、 孤兒的父親、 真主的寶劍
和真主的手。 」我會問這樣的問題： 「阿
里撫養了世界上所有的孤兒嗎？那不可

國家有多麼美。 同樣的， 我們不能面對面
看見神， 但是祂已經選擇挪開中間的遮蓋

可能！難道娶她們所有人不是不道德的

之物， 好讓我們透過認識先知耶穌以更認
識祂。 在這個世界上， 肉身的兒子可以向
我們顯示他的父親是怎樣的父親。 當我們

嗎？你是按照字面、 生理或身體的角度來
使用這個詞嗎？同樣， 如果你不是按照字

看見這個兒子， 即使我們與他父親從未曾
謀面， 我們也會瞭解到一些關於他父親的

面、 生理或身體的角度來使用這個詞， 當
我們說『基督是神的兒子』的時候， 我們

情況。 穆斯林總是認為我們找了一個好人
耶穌， 一位先知， 並把他當成神。 透

的意思也不是神與馬利亞結了婚， 同房了
又生出一個嬰孩。 」

過從穆斯林理解範圍之內開始著手， 從他
所處的立場和他所看重的事物開始， 我們

能！阿里娶了世界上所有的寡婦嗎？那不

這些只是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的幾

才能夠逐漸地把他帶進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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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選擇：借 耶穌啟示祂自己
在伊斯蘭歷史和神學體系中， 存在著
兩大主導派別， 阿沙派（Asharites）和穆

然而， 當穆斯林指責基督徒有三位神的時
候， 我會問他們： 「你相信古蘭經是被造
的， 還是自存的？」我一直問他們， 直到

塔扎派（Mutazarites）。 堅信人的自由意
識和人類責任的穆塔扎派， 敗於堅持真主

他們回答為止。 當他們堅持古蘭經是自存
的時候， 我說： 「所以古蘭經是永恆的，
是自存的； 而真主也是永恆的， 是自存

至高的自由意識的阿沙派。 「真主是最為
偉 大 的！」或「偉 大 的 真 主」（Allahu

的。 你們有兩樣永恆自存的存在或事物；
你們有兩個神， 對嗎？」當然， 他們會強

akbar）之口號， 使得這一概念聞名。 每天
五次會有人從每個光塔大聲呼喊： 「真主
是最為偉大的！」之大讚詞（takbir）， 而

烈地駁斥這點。 我就再回到同樣的問題
上， 甚至問第三遍。 最後， 我說： 「你告

且這個口號在每次祈禱中都會被提及。 暴
民們向他們的政府高喊這個口號， 戲劇性
地斷言： 「我們在真主的一邊， 你們不
是。 在 真 主 的 幫 助 下， 我 們 要 推 翻 你
們！」這個口號澄清了一點， 即神是完全
至高的， 我們要順服於祂。 祂願意成就什
麼就成就什麼。 我們如此微不足道的生
命， 今天存在， 明天就消失， 不能對神指
指點點。 我們不能告訴神： 祂不能為我們
的救恩而以先知耶穌的形式來啟示祂自
己。 這不是什麼人變成神， 而是神選擇挪
開遮蔽之物， 以先知耶穌的樣式為我們的
救恩， 顯明祂自己。

三位一體
除了解決基督的神性和神的兒子之概
念問題外， 還有許多可以幫助表達三位一
體概念的方式。 有一個伊斯蘭理解範圍內
的方法， 源自被所有穆斯林所接受的阿沙
派神學。 阿沙派持守兩個基本神學觀點：
真主的至高自由意志， 以及古蘭經是真主
自存的話語， 從永恆的過去就存在於真主
的思想當中。
一般情況下， 我不會涉入這個題目。

訴我， 你有兩樣永恆自存的存在， 但是只
有一位神。 你知道， 我們也有兩三樣永恆
自存的存在或事物， 但也相信只有一位
神。 」（參約翰福音一 1）

恰當的解釋罪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基督的神性、 神的
兒子和三位一體等， 似乎很容易歸結為穆
斯林會進行下一步， 成為基督徒。 但是情
況往往不是這樣。 相信基督是神， 是神的
兒子， 也相信三位一體， 並不能使人成為
基督徒。 人必須要相信他是一個罪人， 承
認自己的罪， 悔改並相信基督為了他的罪
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問題的根源並不在
於穆斯林所製造的迷霧， 而是他們想要否
認聖經對罪的定義和罪的存在。 對大多數
穆斯林而言， 罪就像是一個小孩子在一、
二年級的課堂測驗作弊一樣， 而並不是對
聖潔之神的道德冒犯。 我們身為穆斯林宣
教工人的主要任務之一， 是幫助他們意識
到他們是罪人， 而且因為神是聖潔的， 因
此罪不是一件小事。
但是我們要如何表達罪的問題呢？我
們需要瞭解其涉及的深刻問題。 穆斯林不
會認真地把自己看作罪人， 或自己是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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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之神的公然冒犯； 因此， 他們不太在意
一位可以救他們脫離罪惡的救贖主。

滿天堂。 神是聖潔的、 潔淨的。 神完全與
罪隔開， 所以我們不能帶著我們的罪去天

罪的滲透性

堂。 罪必須先被赦免， 才可以去天堂。 就
像不斷地加入更多的茶（或可樂）並不能

傳遞罪的概念， 其方法之一是透過視
覺輔助。 我問我的穆斯林朋友： 「現在要
是能有一杯熱茶， 或者一罐可樂， 那該有

除去杯中的毒藥一樣， 加入更多的善行也
不能除去我們的罪。 那就是先知耶穌的奇

多好呀！」他回答說： 「是的， 確實挺好
的！」但是剛好在我遞給他飲料之前， 我

妙所在。 祂死的時候， 是死在十字架上成
為我們完全的贖罪祭， 我們才能被完全饒
恕， 才能去天堂， 而且不帶著罪。 」

說： 「等等， 就一分鐘。 」這時候， 我在
飲料裡加入一些毒藥或殺蟲劑或通樂全效

穆斯林對萬物有靈論非常著迷， 因為
他們相信這可以帶給他們力量， 以戰勝他

疏通劑。 當一點點的液體通樂被加入另外
一個杯子裡的可樂時， 可樂的顏色被改變

們生活中的軟弱。 但是當他們誠實地面對
自己的時候， 他們會馬上承認自己缺少勝

了， 而且會使視覺輔助更為有效。 然後我
把這杯可樂遞給我的朋友喝， 說： 「你不

過個人之罪的力量。 與任何事情相比， 最
重要的是穆斯林們需要知道基督有赦罪的

想喝嗎？」當他拒絕時， 我就會指出：
「可是我只放了一點點的毒藥進去； 大部
分還是非常好的茶或可樂； 你為什麼不想

能力， 並且給我們力量勝過個人的罪。

喝呢？」我接著再問這個問題： 「亞當必
須犯多少罪， 才會使自己離開神的同在？

有四件事是基督耶穌提供給人的， 但
是古蘭經卻沒有提供。 伊斯蘭教不注重一
位滿有慈愛的神， 一位個人的神， 不明白

神讓亞當耕種地土， 他便耕種了地土； 神
讓他為各種動物命名， 他便為各種動物命
了名。 他只犯了一次罪。 他摘下了一顆樹
上的果子， 而且因著那個罪， 他失去了與
神的和好關係。 」這時， 我指出我所犯過
的罪不只一個時， 他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
是一樣。

神的聖潔之問題
神是聖潔的， 而人是有罪的。 神在天
堂， 那裡不容許有罪的存在。 「如果天堂
就像這個世界一樣， 到處都是犯姦淫的

只有基督能填補的真空之四個面向

罪得赦免的確據， 或者永生的確據。 我們
可以採用多種方式來傳達神是一位滿有慈
愛、 個人的神。 我們應該記住， 在古蘭經
中「愛」是真主九十九個名字的其中一個
（見附錄）； 「瓦杜德」（al-wadud）是
真主的第四十七個名字， 即仁慈的。 愛在
伊斯蘭教世界裡並沒有被特別強調和認
知。 真主的公義、 至尊、 偉大和與真主合
一的概念， 對穆斯林來說反而是至關重要
的。 他們真的沒有一個慈愛的、 關心他們
之神的形像， 而且他們也絕對沒有過一位

人， 或者滿腦子都是邪淫想法的人、 竊賊
和騙子， 以及口裡與心裡都是褻瀆的人和

個人的神的想法。 對他們而言， 真主是超
然的。 祂創造了世界， 但卻被這個世界和

不誠實的人， 還有誰願意去天堂呢？神充

祂所創造的人們拋開。 當一個穆斯林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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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的事祈求時， 常是向一個已死的聖
人禱告或找一個算命的， 或者尊崇萬物有

覺到一些他的痛苦和問題之所在。 所以，
我經常會問： 「我可以為你禱告嗎？我禱

靈的儀式。 當他向真主祈禱的時候， 他乃
是使用事先背好的禱告詞， 但是他無法享

告的習慣是閉上眼睛並低頭。 」然後我向
神、 我們慈愛的天父， 為我朋友的具體難

受與一位慈愛的真神的親密關係。
一個傳遞以及修正福音的美好方式，

處禱告， 以此來彰顯出一位垂聽我們祈求
的慈愛之神的形像。 大約有半數的情形，

是在談話結束的時候為我們的穆斯林朋友

當我抬起頭的時候， 我會看見他們眼中含
著淚水。 那些大半生擁護穆斯林的人說：

禱告。 在我們的談論中， 我們應該已經察

道成肉身的見證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一 14）
耶穌取了僕人的身分， 成為社會上的一分子， 遵循其文化的規範， 而我們渴慕效法祂
的樣子。 保羅在社會中示範了道成肉身的見證（哥林多前書九章）， 而且我們致力追尋祂
的模式， 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 好成為結果子的基督徒。 為要得著穆斯林， 我們要怎麼在
文化、 生活方式中像穆斯林一樣？
在雅典， 雖然保羅「看見滿城都是偶像， 就心裡著急」（使徒行傳十七 16）， 但是為
要讓那些雅典人認識耶穌基督， 他仍然指著一座外邦人的壇， 引用了一首希臘詩人的詩
（使徒行傳十七 16-34）； 彼得也鼓勵為人妻者， 能夠在家庭生活中成為見證人： 「你們
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樣， 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 他們雖然不聽道， 也可以因
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彼得前書三 1）保羅也對身為奴僕的作過類似的鼓勵， 以作
為他們對神的責任， 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分」（哥林多前書七 24）。 對我們而言， 在穆
斯林當中展現出活生生的見證， 可以從欣賞他們的世界觀和文化， 以及學習他們的語言開
始； 但是最基本的是， 我們要讓他們明白基督是誰。 即使在以禱告帶領之下的深思熟慮
後， 人們對如何有智慧地作見證的看法仍然不同； 然而， 我們見證的結果必須是基督是被
清楚顯明的。 這個特性可能會使我們遭受逼迫。 但是活出見證， 會完全接受這個後果：
「我們……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哥林多前書九 12）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
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二 5-8）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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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第一個為我禱告的人。 」
當然， 穆斯林既沒有罪得赦免的確

找出那些願意和我們見面， 並一起閱讀、
學習聖經的人。 如果擁有很好的友誼， 我

據， 也沒有永生的確據。 不過基督的應許
和神話語的教導， 實在是一個奇妙的禮

們可能會透過路加福音， 深入瞭解基督和
舊約的先知。

物。 我們需要小心謹慎地用愛心指出這四
方面， 因這些是穆斯林心靈深處的空缺，

這是穆斯林所願意接受的。 或者從創
世記開始深入學習歷史紀實。 這些類型的

而這些空缺是他們不曾知道如何填滿的。

學習可以為信心打下良好的基礎。 然而，
由於穆斯林一般不承認聖經的權威性， 如

目標：穆斯林學習聖經
在與穆斯林的對話中， 我們的目標之
一是說服他們閱讀聖經。 如果有一本翻譯
成他們本族語言的福音書（我個人推薦路
加福音）送給他們， 並鼓勵他們閱讀會非
常有幫助。 我常常會問： 「你不認為閱讀
所有神給我們的書是明智之舉嗎？」大多

果能從他們的思維範圍之內， 並從他們所
處的立場以及雙方共同接受的神學概念著
手， 將會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有益。

結論
我鼓勵大家藉著禱告， 嘗試並採用上
述的建議實際應用。 或許神會祝福這個方

數穆斯林都會回答： 「是的。 」事實是，
大部分穆斯林從未曾真正讀過福音書。 我

法， 來開啟許多穆斯林的思想和心靈， 以
接受那位愛他們、 為他們而死之世界救贖

告 訴 他 們： 「這 是 一 本 先 知 耶 穌 的 傳

主的美好消息。 不過， 不管我們做什麼或
看法如何， 向穆斯林介紹我們救主的必要

記。 」我會要他們保證會閱讀它， 我說：
「這可能不會像有神力之物那樣， 可以避
開惡眼（如同許多穆斯林所認為的）， 但
它能夠幫助你認識先知耶穌基督。 耶穌會
回應你的禱告， 並能給你勝過生命中的罪
和邪惡的力量。 」
這時候， 建議他們觀看翻譯成他們語
言的〈耶穌傳〉電影的時機到了。 另一個
目標， 我們該藉著禱告指導努力的方向，

條件便是愛和禱告

求神把我們帶領到

那些對屬靈事物持有開放態度的穆斯林面
前。 願神為祂自己和祂的榮耀， 從所有的
穆斯林國家、 種族中救贖祂的子民。
第八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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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回答的一個疑問
戴爾‧ 金斯頓（Del Kingsriter）

一道牆

隨著我周遊世界， 甚至進入那些媒
體不曾觸及的偏遠之地， 我發現了

現了同樣的恐懼和懷疑。 然而他們也問著
相同的基本問題， 一些需要回答的問題。

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中間一個難

我的穆斯林朋友們由衷關心的一個方面

以置信的障礙。 數個世紀以來， 穆斯林和
基督徒站在分開的兩座山上， 隔著山谷向
對方呼喊， 從來不敢互相靠近一些， 去真
正地瞭解彼此的信仰， 並回答彼此的問
題， 也從來未曾真正傾聽過對方的心聲。
用手指點著責怪過往之事， 甚或是現今之
事都於事無補。 事實是， 兩者之間有著很
深的鴻溝， 而這鴻溝必須以愛和瞭解來搭

是， 基督徒的聖經是否被敗壞的問題。

聖經的確被敗壞了嗎？
神的神聖話語是非常重要的。 穆斯林
和基督徒都相信神已經給人類指示， 指導
他們該如何生活， 以及如何找到通往天堂
的道路。
基督徒們相信神透過祂的聖靈向人類

建橋樑才能跨越。
感謝神， 情況正在飛快的變化。 基督

說話， 而且他們隨著聖靈的感動就著手著
述（彼得後書一 19-21）。 使徒保羅說：

徒和穆斯林不但對彼此信仰體系間的差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 督責、
使人規正、 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 」

越來越感興趣， 他們彼此作為獨立的個體
神平等創造的個體， 開始感興趣。 這

（提摩太後書三 16）聖經本身解釋所有的

是好事， 而且需要在每個可能的層面上加
以鼓勵。

經文， 都是由神賜給聖潔的、 順服聖靈之
人， 而這些聖潔之人再按照神的靈給他們

許多的誤解

的「默示」寫成的。
另一方面， 穆罕默德說過古蘭經是由

在與基督徒們的對話中， 我時常發現
存在著許多對穆斯林的誤解。 許多基督徒

天使加百列交給他的， 而且它與「真主寶
座上的眾書之母」所記載的一模一樣。

害怕太接近穆斯林； 有些甚至相信所有的
穆斯林都是恐怖主義分子或邪惡的人。 大
體上而言， 我發現穆斯林對神其實有非常

的啟示， 並替代了先前曾有的所有啟示。
基督徒堅信聖經， 早於古蘭經數個世紀以

強之神的意識（God-consciousness）。
反之， 在我與穆斯林的對話中， 我發

前就已存在， 是完全的神的話語， 是所有
人信仰和行為的準則。 聖經本身堅定地斷

穆斯林認為古蘭經是真主給人類最後

金斯頓為宣教士， 透過「神召會普世宣教」（Assemblies of God World Missions）於肯亞和坦桑尼亞服事， 並協助
建立了「穆斯林事工中心」（Center for Muslim Ministry）。
改編自 Del Kingsriter, Questions Muslims Ask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Springfield, Mo.: Center for Ministry to Muslims, 1991), pp. 1-36. www.cmmequip.org.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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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它是神給人類的最終啟示（啟示錄廿二

經或耶穌之真實性的見證。

18-19）。
有意思的是， 穆罕默德在他有生之

何時發生的敗壞？

年， 就堅信聖經的真實性。 在古蘭經中，
有許多處經文顯示出他對在他之前到來的

帶著這個疑問， 一個基督徒應該問他
的穆斯林朋友： 「如果穆罕默德相信聖經

這本聖書的信心。 「信奉天經的人啊！我
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 他要為你們闡明你

的可靠性， 而且如果穆斯林學者們沒有對
其提出質疑， 那麼聖經的敗壞是何時發生

們所隱諱的許多經文， 並放棄許多經文，
不加以揭發。 有一道光明， 和一部明確的

的？」新約和舊約的手稿， 年代早於穆罕
默德幾百年以前， 被保存在許多博物館

經典， 確已從真主降臨你們。 」（古蘭經
五 68）「在你之前， 我只派遣了曾奉啟示

裡， 至今仍然完好無損。 這些原稿為聖經
的內容提供了憑證。 詢問的基督徒可能要

的許多男人； 如果你們不知道， 就應當詢
問精通記念者。 」（古蘭經廿一 7）。 阿

以這個方式組織其言語： 「聖經被敗壞是
什麼時候的？是在穆罕默德之前， 還是在

克 巴‧ 阿 卜 杜 爾‧ 哈 克（Akbar Abdul-

穆罕默德之後？」

Haqq）博 士 在《與 穆 斯 林 分 享 信 仰》

如果那位穆斯林回答「之前」， 他就
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 因為如果真是那

（Sharing Your Faith with a Muslim）一書
中， 說道：
鑒於古蘭經對聖經的真實性， 以
及其毫無敗壞之處的清楚教導， 無可
厚非的是， 不僅早期的伊斯蘭教神學
家們， 即使是後來的許多穆斯林學
者， 都拒絕苟同與之相反的信仰。 他
們的立場得到了古蘭經中一節至關重
要之經文的進一步肯定： 「你的主的
言辭， 誠實極了， 公平極了。 絕沒有
人能變更他的言辭。 」（古蘭經六
115）。 經文又重申： 「真主的諾言
是 毫 厘 不 爽 的。 那 確 是 偉 大 的 成
功。 」（古蘭經十 64）

樣的話， 他是在指控穆罕默德是個虛假的
教師。 因為正如前文已經提過的， 古蘭經
被穆斯林們認為是真主確切的話語， 清楚
地指出聖經是神的話語， 是需要順服並遵
守的。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而言， 穆斯林說
「之後」， 他還是會處在進退兩難的困境
之中， 因為在這之前， 聖經已經被翻譯成
許多語言， 並在全世界廣泛發行。
基督徒可以接著問另外一連串令人信
服的問題。 「是誰改寫了聖經？什麼時候
改的？這會是怎麼發生的？被改寫之前，
聖經中說了什麼？歷史記載了這樣的一個
歷史事件嗎？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基督教領

基 督 徒 們 可 以 對 那 些 經 文 說「阿

袖們和猶太團體聚集在一起改寫聖經， 歷
史肯定會有所記錄的。 」基督徒們熱愛他

門」。 插入一句， 請注意作者在此使用古
蘭經， 並不意味著基督的信徒認為古蘭經

們的聖經， 無論何時， 也永遠不會與任何
試圖篡改經文的行為達成共識。 事實上，

具有權威性。 不過， 由於穆斯林接受其權
威性， 基督徒們應該接受古蘭經中有關聖

聖經本身也應許最嚴重的懲罰， 會等待著
那些試圖篡改經文的人。 猶太人熱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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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約律法書， 絕不會與基督徒或任何人
勾結竄通改寫經文。

手稿年代久遠

但是回答這個問題最令人信服的答
案， 必須從神而來： 「天地要廢去， 我的
話卻不能廢去。 」（馬太福音廿四 35）有
關是誰敗壞了聖經的由衷疑問， 必須以神

近年來， 考古學發現已經出土了一些
古老的手稿， 年代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以

的話語來回答： 「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
神的話是永恆的， 祂絕不會允許祂聖潔的

前。 這些手稿囊括了舊約聖經除以斯帖記
之外， 每部書的部分內容； 而整部以賽亞

話語受到任何的改變。 非常重要的是， 我
們要閱讀並順服聖經， 且要接受聖經是祂
的純潔話語， 「能救你們靈魂」（雅各書

書已被發現。 所有這些古老的手稿與我們
今天的聖經， 沒有任何主要出入。

一 21）。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接受福音的障礙
對穆斯林女性而言， 未受教育和伊斯蘭教對女性靈性的觀點， 是福音的兩個最大的障
礙。 在一些國家， 高達百分之八十五的女性並未受過知識教育。 1 大多數穆斯林女性還面
臨著貶低女性靈魂價值， 和其瞭解屬靈事物之能力的頑固文化偏見。
由於穆斯林男性更易於頻繁地出席有可能與基督徒接觸的公共場合， 而且因為以往基
督徒主要都是以書面形式呈現福音， 所以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當中， 受過教育的男性要比
女性多。 令人惋惜的是， 此種方法只能讓那些教育程度低， 卻為數眾多的女性們被冷落。
在相信神的女性中因為受到的教導和培訓缺乏， 許多人在屬靈上還不成熟。
另外， 當已婚的基督徒女性全心放在照顧自己的子女的時候， 可能減少幫助了穆斯林
女性聽到福音的機會。 當男人們與弟兄、 叔父、 侄子和朋友們分享他們的信仰時， 沒有任
何見證流淌到妻子、 母親、 姐妹、 姑母和侄女們那裡。 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是劣勢性
別， 不值得費事， 男性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們會把他們原先的臆斷轉移到他們的信仰裡
面。
然而， 在向穆斯林婦女傳福音的過程中， 隨著對這一鴻溝的意識不斷增強， 改變也在
發生。 口頭方法被採用以教導穆斯林女性認識基督。 基督徒培訓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弟兄
的同時， 也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於女性的同等價值、 能力和接近神的權力之聖經教導。 穆
斯林背景的信徒家庭正在得到鼓勵， 為他們的穆斯林朋友們示範基督樣式的婚姻。 接觸和
教導女性， 正成為教會增長和門徒培訓中越來越不可缺少的成分。
1. A. H., “Discipleship of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Ministry to Muslim Women: Longing To Call
Them Sisters, ed. Fran Love and Jeleta Eckheart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 151.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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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 有得救的智
慧」（提摩太後書三 15）。

不同的翻譯會造成混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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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suf Ali）、 阿拜里（Arberry）和皮克
索（Pickthall）四 個 版 本 的 古 蘭 經（編
按： 此四個版本乃指英語譯本； 漢譯本除
非特別註明， 否則均採目前漢語世界最通

原始的舊約福音主要是用希伯來文寫

行的版本「馬堅譯本」）
。 每個翻譯版本都

的， 其中有部分經文是用阿拉姆語（Aramaic）寫的； 新約聖經則是用希臘文寫
成。 這三種語言的許多聖經手稿仍然存

有不同
， 儘管每個版本都力求忠實於原意
。
總結一句， 我請求我的基督徒和穆斯
林朋友們能夠彼此傾聽。 真正需要的是彼
此好好坐下來， 開誠佈公地討論這些異議

在。 隨著耶穌基督的福音信息傳入許多國
家， 聖經也被翻譯成這些國家的語言。 有
些穆斯林可能被聖經的不同翻譯弄糊塗

和誤解的重要問題。 是的， 勇於接近並真
正的查驗彼此的信仰， 以愛和瞭解的精神

了， 對此加以解釋是勢在必行的。 比如英
文 KJV（King James Version）版本的歷史

回答彼此的問題。 我祈禱你們不僅能更彼
此欣賞， 而且還達到對神以及祂給人類的

追溯至西元 1611 年， 至今仍被廣泛使用。
然而， 由於人們的語言已有所改變， 修改

計劃之更深刻的意識。

過的版本被印製出來以使聖經更容易閱

進深閱讀
John Gilchrist, Facing the Muslim Challeng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Life Challenge Africa,
2002).

讀。 因著這些翻譯都是從原文翻譯過來
的， 因此在意義上沒有任何差異。
基督徒可能還會指出古蘭經也存在著
許多由不同學者翻譯過來的版本， 在許多
方面都存在著差異。 在我的圖書館裡， 我
就 有 達 伍 德（Dawood）、 尤 素 福 阿 里

章節附註
1. Abdiyah Akbar Abdul-Haqq, Sharing Your
Faith with a Muslim (Minneapolis: Bethany,
1980), no p. cited.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對天父的認識
史普羅（R. C. Sproul）、 阿巴杜‧ 薩利卜（Abdul Saleeb）

薩利卜的看法
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是神作為聖父的身分。 耶穌在主禱

文中教導我們要稱神為「我們在天上的
父」（馬太福音六 9）。 能以這樣親密的
稱謂來與神交通，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實在

史普羅是知名作家， 同時也是幾所神學院的客座教授和一個電臺節目的主持人。
薩利卜生長在穆斯林國家， 是在留學歐洲時歸信基督教。 如今， 他是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旅美宣教士。
改編自 R. C. Sproul and Abdul Saleeb, The Dark Side of Islam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2003) pp. 25-33. 蒙允使
用。 www.gnpc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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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超絕萬物
當他判決一件事
的 時 候， 他 只 對 那 件 事 說：
『有』， 它就有了。 」（古蘭經
十九 35）古蘭經的譯者尤素福阿

© Caleb Project

里在這一節的註腳寫到： 「生育
兒子是由男人的獸性需要所引發的
生理行為。 至高的真主一無所需，
若認為他有這種行為， 便是對他的
侮辱。 這只不過是異教徒遺留下來
的思想， 和唯物論者擬人化的說

吉爾吉斯男人聚在一起聊天

深感榮幸。 而且我們相信， 我們可以藉著
對基督的信仰， 成為神的兒女。 當基督徒
向穆斯林談論到這一點的時候， 他們以為
自己是在傳福音； 然而基督徒卻不知道對
於穆斯林來說， 這就猶如是可怕的消息。
對於他們來說， 把神當作我們的父親， 而
我們是祂的兒女， 是褻瀆神祗的想法。
再次說明， 身為基督徒， 我們要知
道，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信仰一神的宗
教， 因此有許多共同之處。 基督徒和穆斯
林都相信神是獨一、 公義和至高無上的，
而且神掌管一切並赦免罪過； 神也已經差
派先知並彰顯啟示。
雖然兩者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是
我們不能忽視這其中又包含著許多最基本

法。 」1
這種信仰乃是古蘭經上的說法

稱

真主為我們的父暗含性的關係， 而且也把
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強加在了真主的身上：
「他是天地的創造者， 他沒有配偶， 怎麼
會有兒女呢？他曾創造萬物， 他是全知萬
物的。 」（古蘭經六 101）
古蘭經二 116 說： 「他們說： 『安拉
有了一個兒子。 』讚美主， 不是的。 在諸
天當中和在大地上的萬物都屬於安拉， 都
臣服於他。 」（仝道章譯本）尤素福阿里
在這節的註腳中說： 「說真主像人或動物
一樣生兒子， 是對真主之尊榮的貶低
實際上是一種褻瀆。 」2 當然， 身為基督
徒， 我們會說： 「這並非基督徒的信仰。
我們說到神是聖父或者我們是神的兒子的

的不同點。
古蘭經一一二篇是世界上數以百萬計

時候， 並不是給神加上一個有性行為的屬
性。 」

的穆斯林每天的禱告語， 是一個穆斯林每
天的祈禱中最主要的部分。 其文為： 「你

然而穆斯林並不是這樣理解的。 尤素
福阿里繼續說道： 「基督教義於此是被斷

說： 他是安拉， 獨一的， 是永恆的、 受萬
物祈求的安拉。 他不生， 也不被生。 沒有
可以與他比擬的。 」（仝道章譯本）

然否定的。 如果詞語有任何的涵義， 就是
把一種物質性和一種低級動物的性的功能

伊斯蘭世界非常強調真主的絕對至高
無上： 「真主不會收養兒子

讚頌真

之屬性強加於真主。 」3 因此， 對於穆斯
林來說， 以「天父」這麼親密的稱呼來稱
神， 相當於在褻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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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僅僅是用「父親」這個詞來稱呼
神， 但是在聖經中卻有太多其他有關神的
比喻： 是雙臂懷抱羊群的牧人； 是心靈受
傷的丈夫尋找不信實的妻子
以色列民
族。 基督被看作是新郎， 要回來迎接祂的
新娘
教會。 我們有許多描述神以及祂
與人的關係之溫柔形像。 但是古蘭經和伊
斯蘭世界所信奉的神， 卻主要是一個主人
的形像， 我們與祂之間是主僕關係。 伊斯
蘭教不允許人類和神之間有任何親密關
係， 也不允許我們稱神為「天父」。 作為
基督徒， 我們必須瞭解穆斯林的思維方
式， 也要知道當聽到「天父」或者「神的
兒子」這類字句時， 他們如何理解。

史普羅的回應
首先， 正如你所指出的， 有完全否定
一切如希臘和羅馬神話中所描述的神靈繁
衍後代的說法之觀點， 傳統基督教對此會
持贊同意見。 神靈與人類之間有性愛上的
交流這種想法， 對於猶太教、 基督教的教
義和伊斯蘭教義來說， 都同樣陌生。
顯然， 基督教所講的聖父、 聖子和神
的兒女， 並不是指肉體和生物上的後代繁
衍。 然而， 雖然這種觀念一直以來， 都為
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內的所有基督教派
所強烈摒棄， 但還是在一些邪教中滋長。
我們要仔細查考舊約， 尤其是新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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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十世紀的猶太文稿。 他發現無論是在
舊約中還是在拉比的文獻中， 猶太人都不
曾在自己的禱告裡直稱神為聖父。 這似乎
與穆斯林學者所指的不存在親密關係的觀
點相符合。
事實上， 耶柔米最後得出結論， 猶太
人首次直接稱呼神為「聖父」是在西元十
世紀。 （然而根據新約記載， 拿撒勒人耶
穌所作的所有禱告中除了一次例外， 其他
都稱神為父。 ）耶柔米提及猶太人有個清
單， 上面規定了所有在敬拜和個人禱告中
可以使用的對神的稱謂； 無論在任何情況
下， 這些稱謂都不會有損神的榮耀和至
高。 這個清單上明顯缺少的是「聖父」這
個稱謂。 在極少數情況下， 神被間接稱作
人類之父， 這也只不過在說明祂是人類的
創造者時才出現； 但是這種稱謂並不是以
一種穆斯林所不可接受的粗俗方式出現，
也不是以基督徒所理解的神為父神這種方
式出現。
耶柔米的理論是， 今天我們在基督徒
當中， 通常都稱神為聖父。 主禱文是我們
在團體敬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如果你聆
聽一些基督徒在一起禱告， 不可避免地會
聽到他們在禱告中， 最常使用的對神的稱
呼就是「父神」。 然而， 因為這個稱謂在
基督徒文化中如此普遍， 我們經常將之當

何說明它們對神為父和所謂人們互為弟兄

成理所當然。 耶柔米宣稱， 耶穌當時稱神
為「父神」， 是與猶太傳統全然脫離。 這

的解釋。 一位二十世紀的權威學者約雅斤‧
耶柔米（Joachim Jeremias）曾對父神進行

個激進新稱謂的含義， 引起了當時廣大群
眾的注意。 事實上， 這使得祂的仇敵們憤

研究。 為了查考「聖父」這個稱謂如何被
猶太教用來表述神的屬性， 他查閱了所有

怒不已， 因為祂竟然膽大妄為到聲稱祂與
神之間存在著這樣親密的關係。

的文獻， 不僅包括聖經舊約， 而且也包括
塔木德文獻和拉比的文獻以及每一個保存

此外， 新約亦從其他角度來看待這層
關係。 神從天上宣告說： 「這是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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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中的耶穌

在穆斯林否認耶穌是神的兒子， 或者否認祂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同時，
古蘭經（尤其是第三章和十九章）確認了祂獨一無二的特性。 我們建議讀者照著以
下的表格自行查考， 並請教穆斯林朋友有關古蘭經中相應經文的意思。
主題

古蘭經經文參考

相似的聖經經文參考

來自神的話語，
福音

三 45，五 46、110，五七 27

馬可福音一 14-15；約翰福音一 1-18

來自神的靈

四 171

羅馬書八 9-17

彌賽亞

三 45，四 171，五 17、72、75

約翰福音四 25-42

亞當的形像

三 59

哥林多前書十五 22、45

從童女而生

三 47，十九 20-22；廿一 91；
六六 12

馬太福音一 18-25；路加福音一 26-38

一個記號

三 49，十九 21，廿一 91

路加福音二 8-35；約翰福音二十 30-31；
使徒行傳十 38

被尊崇

三 45

路加福音一 32；腓利比書二 5-11

神的僕人

四 172，十九 30

以賽亞書四二 1-4，四九 1-6，五十 4-9，
五二 13～五三 12；馬可福音十 42-45

將聚集全地歸向祂 四 172

馬可福音十三 26-27

神的先知或使者

三 49，六 85，十九 30，五七 27

約翰福音五 30，六 38，七 29，八 25-30、
42，九 4，十 36，十七 8、21，二十 21

醫治病人

三 49，五 110

馬太福音四 23-24；路加福音十七 11-19；
約翰福音九 1-11

升入高天

三 55

馬 可 福 音 十 六 19-20；路 加 福 音 廿 四
50-53；約翰福音十 14-18；腓利比書二
8-11

施行神蹟

二 253，五 112-115

約翰福音十 32

使死人復活

三 49，五 110

馬太福音八 18-26；路加福音十一 17-44；
約翰福音十一 1-44

被聖靈賜予力量

二 253

馬太福音三 13-17

從神賜予啟示

三 48，五 110，十九 30-34

約翰福音七 16-18

受難

三 55，五 117，十九 33-34

馬太福音廿七 32-54；約翰福音十九 1-37

復活

三 55，十九 33-34

使徒行傳一 9，二 24；腓利比書二 9-10

滿有智慧地降臨

五 110，四三 63

以弗所書一 2-14

祂的再來預示著審
四三 61
判的到來

馬太福音廿五 31-46

創造的能力

五 110

約翰福音一 3；歌羅西書一 13-23；
希伯來書一 1-14

為我們祈求

六 70，十九 87，四三 86

羅馬書八 34-39；提摩太前書二 1-6；
希伯來書七 22-28

毫無瑕疵和過犯

十九 19

希伯來書四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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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我所喜悅的。 」（馬太福音十七 5）
雖然其行文謹慎， 但耶穌擁有「聖子」這

在， 我們擁有了稱神為父的權利。 那疏遠
的關係， 即在基督做工並為我們付上贖罪

個稱號。 當基督被稱為神的兒子時， 祂乃
是 被 稱 為「那 一 元 而 生 的」（monogen-

價之前所限定的我們的聯繫， 而今已經結
束； 那堵牆如今已被挪開。 神滿有恩慈，
祂不但赦免了我們的罪， 還邀請我們進入

esis）， 希臘語即是父神的「獨生子」。
教會很早就明白， 這並不是說祂在時間上
有起始。 字裡行間並沒有半點父神繁衍兒
子的意思。
聖經提到兒子這層關係的時候， 不僅
僅指生物意義上的繁衍， 也常指一種順服

成為家人的親密團契之中。 即使我們並非
祂生身的兒女， 但我們是祂所收納的兒
女； 因著與基督的關係， 我們現在也被納
入在神的家中。
這種關係與伊斯蘭教所包含的任何關

的關係。 耶穌論到使人得自由時， 法利賽
人怒不可遏地說： 「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
裔，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 」（約翰福

係， 都明顯不同。 這是伊斯蘭世界極其缺
乏的方面之一； 它缺乏使我們重新恢復兒
女的關係， 恢復我們被造時所擁有的親密

音八 33）耶穌回答說： 「你們若是亞伯拉

關係的途徑。 這收納的觀念對於我們充分
瞭解救贖、 不以想當然耳的態度處之， 至

罕的兒子， 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
（39 節）被稱為神的兒子， 就意味著要順
服神。 在此處， 兒子的關係並不是從生物
角度， 而是從道德的角度來定義。 從這個
意義上而言， 新約中所記述的基督的特殊
關係， 就是祂對天父的絕對順服。
而耶穌隨後讓自己的門徒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六 9）
這太激進了！首先， 這使聽的人感到非常
震驚。 穆斯林因此而被激怒時， 我根本不
感到驚訝。 傳統的猶太人也會被激怒， 因
為這嚴重脫離他們的傳統。 事實上， 從始
祖的墮落貫穿到整部舊約， 由於罪所導致

關重要。 約翰在約翰一書中記述到這方面
的內容時， 用了「看」一詞。 這就好像穿
越鐵路時， 鐵路邊上所閃爍的紅燈標誌：
停、 看、 聽。 在此處稍停片刻， 集中注意
力。 重點來了。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
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約
翰一書三 1）甚至連西元一世紀的使徒也
滿心驚奇， 我們竟因著基督的工， 而得蒙
神賜予兒子的名分。

薩利卜的挑戰
我們在與穆斯林們談論父神的問題

的人類和神之間的隔斷之牆一直存在著。
天使拿著發火焰的劍， 把守在樂園的入口

時， 知道並強調所說的並非是神在肉體上
繁衍這一事實至關重要。 此外， 強調兒子

（創世記三 24）， 防止我們與神有親密關

指的是順服也很重要。 我們還要明白， 伊
斯蘭教興起時是處在異教的環境中； 古蘭
經最初斥責的是對神為父， 和人為神的兒

係。
在羅馬書第八章， 保羅寫到我們被父
神接納的概念。 因著聖靈的工作， 使我們
在被納入神的家時， 就被賜予權利和權
柄， 呼求： 「阿爸！父！」（15 節）現

女之異教看法。 伊斯蘭教在這種思想影響
中產生， 而後來伊斯蘭教宗教學便單純地
從這個基礎上延伸開來， 也未再從親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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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的角度來延伸人類與神之間的關係。
富勒神學院（Fuller Seminary）曾對
六百位曾經是穆斯林， 後來成為基督徒者
進行一項調查。 這些曾是穆斯林者歸主的
原因之一， 都強調了對神的愛以及信徒能
把神當作自己的天父這種親密關係。 這對
於吸引那些曾是穆斯林者歸向基督有著重
大影響。 我們需要讓所有穆斯林都看到這
個真理。

進深閱讀
Timothy George, Is the Father of Jesus the God of
Muhamma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2).
www.zondervan.com.
章節附註
1. Abdullah Yusuf Ali, The Meaning of the Holy
Qur’an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s,
1989), p. 751.
2. Ibid., p49。
3. Ibid.

與穆斯林分享信仰
查爾斯‧ 馬什（Charles R. Marsh）
一些基本原則應在向穆斯林信徒傳
福音時， 作為使用準則：
1. 我們應避免指責伊斯蘭教或是詆毀穆罕
默德。 我們不要對伊斯蘭教以言語評論，
反倒應試著以同理心來瞭解， 設身處地站
在穆斯林的立場。 不與他們討論他們尊崇
為先知之人的生平或特點， 對於我們來說
總是明智之舉。 我們的目標應是吸引穆斯
林來到主耶穌面前， 讓他們看到基督是一
位活的人， 祂能夠施行拯救， 能夠滿足他
們的內心。 主在給門徒的規定中有一條重
要的教導原則： 「人不是從荊棘上摘無花
果， 也不是從蒺藜裡摘葡萄。 」（路加福
音六 44）祂暗示著， 雖然會有荊棘般的反
對論調， 但每個人都會被果實所吸引。

指出伊斯蘭教的缺點是在激怒穆斯
林。 有些基督徒告訴穆斯林說， 伊斯蘭教
是注重行為的宗教， 人只有藉著神的恩典
才能得救。 他們堅持認為穆斯林的禱告方
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禱告， 因為神看重謙
卑和痛悔的心靈， 而不是僅僅俯伏在地的
身軀。 他們堅決地認為如果穆罕默德是位
名副其實的先知， 他就不會娶這麼多妻
子。 這類基督徒的訊息不僅消極， 且具有
批判性。 這時的穆斯林就會被激怒， 被言
中之義刺痛。 我們的目的應當是以積極的
方式展現真正的葡萄樹， 讓穆斯林自己產
生摘取福音的果子的願望。 我們不應激怒
他們， 從而引起報復性爭論。
2. 我們要切記， 穆斯林是相信獨一真神和
其律法的人。 穆斯林的觀點或許是錯的，

馬什是旅居阿爾及利亞的宣教先鋒， 在阿爾及利亞從事宣教事工多年。 他也在查得共和國從事宣教和翻譯工作。
1968 年以來， 他一直致力於在阿爾及利亞和查得培訓福音工人， 以能與穆斯林分享福音。
改編自 Charles R. Marsh, Share Your Faith with a Muslim (Chicago, Ill.: Moody Press, 1980), pp. 8-13. www.moodypublishers.org.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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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細研究「真主的九十九個名字」，
並數著禱告珠鏈全部背誦下來， 表明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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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aghafr Allah）。 穆斯林們知道自己何

林相信並敬拜獨一真神； 其中有許多稱謂
在聖經， 也在古蘭經中可以找到。 因此，

時做錯了， 並期盼能夠藉著安拉的憐憫而
得到寬恕。 然而， 他們也十分清楚自己的
宗教並沒有提供任何罪得寬恕或赦免的保

我們隨時可以暢談神； 暢談祂的存在、 力
量、 審判、 信實和聖潔。 穆斯林知道神無

障。 他們只能希望。 但是他們對罪得赦免
的渴望深深地埋藏於他們的內心， 對此我

所不在、 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 他們不該
被當作異教徒、 不可知論者或敬拜偶像的
人。

們應加以運用。
對穆斯林來說， 人邪惡的本質不難理

3. 每個真正的穆斯林信徒心中， 都存在著
對神的敬畏。 這是我們接近穆斯林最強有
力的一點。 穆斯林不但在理論上相信神，
而且在內心深處， 他們知道自己必須面對
神的審判。 穆斯林清楚自己的不足與敗壞。
他們知道地獄的存在， 並且害怕自己
會被丟進地獄。 穆斯林在禱告和崇敬中俯
伏敬拜， 帶著奴僕的心來到他們的主面
前， 流露出他們的敬畏。 若直接與基督裡

解， 也 就 是 聖 經 所 指 的「肉 體」或
「罪」。 對此， 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
和語言來表達， 但是每個虔誠的穆斯林，
心中都深深地明白骨子裡的邪惡。 穆斯林
知道自己的本質是罪惡的。 他們想要行為
端正， 但卻無能為力。 他們真心誠意地嘗
試過遵循自己的道德準則， 卻以失敗告
終。 他們曉得這都是因為自己墮落的心
靈。 唯有基督才能滿足靈魂的深切需要。
5. 因為上述原因， 我們必須儘量拋開他們

的信徒， 即相信神為天父之兒女的思維相
比， 對神真正的敬畏或崇敬才是感染道德

的宗教身分， 並且要記住穆斯林也是人
和我們一樣
都是罪人。 罪人需要

心的基礎。 時至今日， 這種對神驚人的敬
重或敬畏， 在美國已經相當缺乏， 但是在

一位救主， 而我們擁有可以滿足他們需要
的信息。 穆斯林會試圖討論他們的宗教，

許多穆斯林國家卻很常見。 有些人也許會
將之當成迷信來解釋， 但是這的確存在，

訴諸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分歧。 我
們則要避免這樣的討論。 我們要不斷地引

而且每個在穆斯林當中服事的基督徒都意

他們回到他們需要一位救主這樣的意識

識到了它的潛在優點。

上， 著重針對他們的內心而不是智力來展
開討論。 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信仰的條

4. 大多數穆斯林都有明顯的罪惡感。 穆斯
林通常對罪沒有很深刻的悔改， 但是他們
卻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無法達到神所訂定的
標準。 伊斯蘭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激發道
德心， 並提醒人們遵守神的律法， 而穆斯
林也自知違背了這律法。 在每日的祈禱
中， 他們祈求得到寬恕， 並且不斷地重複
這種固定的語句： 「我祈求安拉寬恕」

理性。 是要觸動全人， 是要解決神學上的
問題， 但最主要是要引起他們心靈和意識
的共鳴。
穆斯林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從來都
不恥於表露自己的信仰。 他們總是會很坦
誠地說明自己的信仰。 穆斯林會不假思索
地試圖讓我們向穆罕默德覆述清真言，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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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改信伊斯蘭教。 他們很賞識他為人
的熱忱和坦誠， 賞識他們公開聲明自己的

理， 或是進行讓步的做法。 撒母耳‧ 茨維
莫博士（Dr. Samuel Zwemer）曾經說過，

信仰。 我們不應該設法隱藏聖經的真理，
讓這些真理模糊化， 或者牽強地使它們符

你可以對一個穆斯林說任何話， 只要你說
的時候， 言語間表達出愛並且面帶微笑就

合穆斯林的信念。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完全相反的兩個

行。 當一個人獨自面對與自己立場相反的
穆斯林時， 有勇氣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並

宗教， 試圖透過改變基督徒信息， 使之符
合穆斯林思想以尋求兩者之間的共同信

毫不遲疑地說出全部真理， 這樣的人是受
到穆斯林尊重的。 但最關鍵的是， 要有與

仰， 是根本行不通的。 穆斯林具有敏銳的
洞察力， 並能很快地察覺任何隱藏的真

公開的堅定信仰相符的生命作為支持。

與穆斯林分享福音的更多注意事項
1. 只與同性交往。 伊斯蘭教中男性和女性通常是分開的， 同時虔誠和純潔是受到尊重的
（就像在基督教中一樣）。 女人穿著要保守， 不要出現在男人的聚會中。 男人也不要進
入沒有其他男人在場的人家中。
2. 避開辯論或爭論。 你的目標是得著你的朋友而不是贏得爭論。 我們的信息不是關乎宗教
和宗教儀式制度， 或是某種哲學體系； 而是關乎人們透過基督、 與神建立的關係。 表達
並與他們分享你對基督為你所成就的一切之感激。
3. 避免侮辱古蘭經、 穆罕默德或伊斯蘭教。 羞辱使人疏遠， 但是我們對耶穌及其作為的描
述， 會吸引並使我們的朋友更親近我們的信仰。
4. 注意觀察你的穆斯林朋友的習俗： 如何坐？如何吃？進入別人家裡的時候又如何？我們
的文化習慣可能會冒犯他們的感受。
5. 瞭解伊斯蘭的習慣。 我們把聖經放在地上， 在上面放置其他物品， 或者在聖經的章節段
落間做記號， 都可能會冒犯他們。
6. 基督徒不應該彼此侮蔑， 應避免指責其他基督徒或事工。
7. 維護福音以及對它的信仰的樸實性。
8. 保持相應的生活方式， 展現出基督的福音是來自神的力量， 使人從罪中得拯救， 從罪的
權勢下得釋放。
9. 在救恩的問題上， 祈求聖靈切實的工作， 是聖靈尋求且保守之耶穌的跟隨者。 問題不在
於一個人的決定， 而是你是否讓神使用你？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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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所傳達的信息是根據宣教者
的特質被鑒定的。 的確， 首先， 使
者與信息同樣重要， 因為過去的宣
教士往往沒有展現出基督的樣式，
所以其結果是使穆斯林和其他人一
直不願意聽福音的信息。 「聖靈所
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 喜樂、 和

22-23）。 這些優良的品德共同組
成了一個肖似基督的特質， 而且它

© Caleb Project

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
柔、 節 制」（加 拉 太 書 五
我們的行為與信息一樣重要

們只有藉著聖靈在我們裡面做工才
能產生。
聖經不斷地教導我們， 僕人的品格是
至關重要的。 重要且受到重視的品格有以
下特點： 即便是穆斯林心中充滿敵意和憎
惡也能繼續愛他們， 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永不止
息的愛； 即使遭受敵對和逼迫， 也不會失
去在主裡的喜樂； 穆斯林懇切渴望的從神
而來的平安； 堅持不懈的耐心； 穆斯林無
法辯駁的名副其實的良善； 令穆斯林朋友
絕對信賴的言而有信； 遭遇他人的傲慢卻
仍能保持的溫柔； 在心生衝動， 想把因無
謂的爭論所產生的怒氣發洩出來時， 仍能
保持心平氣和的節制。 除了這些典範品格
外， 還需要有尊敬和認真的精神。 穆斯林
無法理解一些基督徒特有的漫不經心的情
緒。 一個屬神的人固然是充滿喜樂， 但同
時也必須是認真和虔敬的， 尤其是在談論
神的真理、 談論他在神裡面的信仰及神的
信息時更當如此.
敘述了這麼多之後， 我們現在可以確
認在我們接近和教導穆斯林的過程中， 最
重要的原則了。

7. 我們要充分運用穆斯林所瞭解的真理，
來引導他們接受神的話語的全部真理。 我
們在探究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他們已知的真
理時， 會找到許多切入點。 他們知道神是
光， 在祂裡面毫無黑暗。 他們知道基督是
馬利亞的兒子。 他們曉得基督在古蘭經裡
的稱謂是神的道（Kalimat Allah， 清真阿
拉）。
他們知道主耶穌基督在不久的將來就
會回來掌權。 他們知道人要純潔才能在禱
告中接近神。 在這一點和許多其他方面，
穆斯林都掌握了些許真理。 我們可以為此
感謝神， 也可以為他們所知道並相信的真
理來祝賀他們， 並繼續努力帶領他們進入
更深層次的真理。 也許他們一開始不會接
受， 但是他們會省思。
最後， 還有兩個指導我們的輔助原則：
8. 穆斯林會回應愛。 穆斯林必須感受到我
們真正把他們視為人的關懷， 我們愛他們
並真心誠意地關心他們（不僅是關心他們
的靈魂）。 幾乎在每個穆斯林歸主的過程
中， 他們首先都是被基督徒的愛所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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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孟白（Si Mebarek）是一名年輕的

古蘭經學生， 在清真寺裡教導男孩子們背
誦他們的聖書。 多年來他也一直參加主日
學課程， 但是他對課堂裡的教導毫無印
象。 對於福音， 他的心是剛硬的， 他還嘲
笑他的老師。 他十八歲那年， 對自己的伊
斯蘭教知識非常自豪， 他來到一位女傳教
士家裡向她要了一本阿拉伯語的聖經， 說
他很想再讀一遍聖經。 這位神的僕人欣喜
若狂。 她的禱告得到應允： 一個年輕人尋
求主。 司孟白瞥了一眼手裡的聖經， 便帶
著一臉的蔑視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並
把碎片踩在雙腳下。 他本以為自己肯定會

動。 邀請他們到你家裡， 並且也接受他們
對你的邀請。 在所有的買賣上都要十分誠
實。 要表現出在生活中最瑣碎的細節上的
基督徒形象。 假如有信奉穆斯林的商店店
主給你找錯了零錢，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要尊重他們， 並且要在適當的時候表現出
你的敬意。
要透過嘗試去瞭解他們的看法， 以彰
顯你對穆斯林的愛。 成為一位好聽眾。 神
在我年紀大的時候教我學會的一個功課，
就是傾聽他人的智慧， 不論他們是英國的
少年或是固執的穆斯林。 如果我們能肯定

因為這樣粗暴地對待神的話語而遭到嚴厲

他們說的某些東西， 就務必要這樣做， 但
是我們必須還要絕對真誠。 穆斯林能看透

的斥責， 然而他卻看到了這位神的僕人眼
裡閃爍的淚水。 臉上帶著無可言諭的傷

我們的心思， 而且他們對許多宣教士及其
他人取的外號， 一般都很貼切。 要記住，

痛， 卻滿了真誠的愛， 她默默地轉過身，
回到屋裡為他禱告。

真愛不隱藏真理， 而且我們還要傳達生命
的信息。 不過在穆斯林能夠接受這信息並

司孟白回家去了， 但是那份彙集基督
恆久忍耐的愛、 溫柔和慈祥的情感卻打動
了他的心扉。 還不到一個小時的工夫， 他

愛我們的主之前， 他們首先要學會來愛我
們。 在他們相信我們的主之前， 他們首先

又回去了， 是作為一個尋求救恩的罪人回
去的。 那位曾為耶路撒冷哀哭的人子的純
樸的愛， 完成了多年的教導所無法達到的
目標。 充滿愛的信使， 與信息同樣重要。
這是基督徒許多世紀以來， 尤其是從
十字軍東征至今， 一直失敗的地方。 一些
傳教士還在以爭論、 辱罵和嘲笑的方式與
伊斯蘭教搏鬥。 在實際行動中表現出愛，
從而逐漸突破重圍非常重要。 永遠要對你
的穆斯林朋友笑臉相迎， 即使是在政治緊
張時期也不例外。 在病痛或喪失親人的情
況下要表達同理之心， 要有一些服事的行

要知道他們可以相信我們。 愛是神的方
式。
9. 最後， 我們必須要完全仰賴聖靈的工
作。 我們一定要完全倚靠聖靈， 教導我們
當說的話； 倚靠祂帶來對罪的悔改， 以及
在基督裡的信仰； 依靠祂塑造新生命以及
平安的確據。 沒有祂的作為， 我們對穆斯
林傳福音的一切努力， 都會是完全徒勞
（參約翰福音十六 8-14）。
第八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第八課 神學議題

365

耶穌是多麼吸引人
吉恩． 馬里． 高迪（Jean-Marie Gaudeul）
為什麼我們應該害怕基督徒改

此古蘭經是絕對不會允許基督徒敬拜祂和

變 信 仰呢？讓 我 們一 起 來 思

祂母親的， 這就如同以兩位神來取代獨一
真神。 與此同時， 古蘭經也給祂一些神祕

考， 一個基督化或任何「福音化」的
天主教徒， 可以給穆斯林信徒什麼
呢？他可能會要求他要相信及尊重基

的頭銜， 如「真主的真言」及「來自真主
的靈」。 其他經文則強調耶穌在祂先知職

督。 但穆斯林信徒都已經做到了這兩
樣， 甚至還比天主教的宣教士做得更

事的末期， 被「擢昇」到神那裡， 這就很
明顯地在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實放了一

好。 事實上， 古蘭經比福音書更高舉
爾撒（Isa， 指耶穌）的名。 福音書將

個疑問。
但事實仍是事實， 很多穆斯林發覺耶

耶穌的道德抹上一層陰影， 不單將耶
穌描繪成酒徒， 甚至還是那位在迦拿

穌是一位極為吸引人的人， 每四位有穆斯
林背景的基督徒當中， 就有一位談到耶穌

婚宴上將酒倍增的人。

在他屬靈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耶穌吸
引了他們， 甚至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向他
們說話。

── 薩 爾 曼‧ 伽 法 理（Salman
Ghaffari）
， 駐梵蒂岡的伊朗伊斯蘭共
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大使。 1
這段話可能會讓不熟悉伊斯蘭教導的
讀者們感到非常訝異。 但在穆斯林國家，
卻經常可以聽到類似有關耶穌的評語。

穆斯林教導中的耶穌
伊斯蘭教知道耶穌

馬利亞的兒

子。 他們稱祂為爾撒（Isa）。 古蘭經有幾
處經文形容天使報信， 以及耶穌是從童貞
女所生。 古蘭經也在多處記載了耶穌經過
神的允許而施行的神蹟。
在古蘭經裡， 耶穌只是一名先知， 因

古蘭經裡有魅力的耶穌
在還未有任何外來事物的影響之前，
古蘭經是有關耶穌的唯一來源， 而且資料
非常充足。 尼日利亞人馬拉姆‧ 易卜拉欣
（Mallam Ibrahim）就見證了這一點。 在
整個十九世紀， 西非被一連串以伊斯蘭教
為名的戰爭所蹂躪， 目的就是為了要除去
傳統的宗教， 並建立道地的伊斯蘭社會。
現今座落在尼日利亞的卡諾（Kano）， 曾
經是新帝國的中心之一。 一八六七年， 在
這座城市的廣場， 有一個奇怪的人被刺
殺， 他是穆斯林其中一個教派的創辦人，
被稱為爾撒的門徒（Isawiss）。

高迪博士擁有阿拉伯伊斯蘭研究的博士學位。 他是天主教在非洲之宣教士的白衣教父之一。 高迪博士多年來在坦
桑尼亞（Tanzania）服事， 目前在巴黎的天主教學院執教。
改編自 Jean-Marie Gaudeul, “Jesus Is So Attractive,” Called from Islam to Christ (London: Monarch Books, 1999), pp.
31-37. 蒙允使用。 Les Editions du Cerf. www.editionsducer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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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 這位宗教教師易卜拉欣， 也被
古蘭經裡的耶穌所震撼。 他注意到在古蘭

是他們的保障及通往神的道路。 當這批
「為了耶穌的穆斯林」遇到基督教會時，

經裡， 耶穌是唯一一位現在與神同在的先
知， 也是唯一一位在最後審判日之前會再

不論是直接或透過閱讀， 他們就如同伊朗
公主、 在位王子的孫女， 埃絲瑪‧ 伍‧ 穆
盧克（Esmat-ul-Moluk）驚呼道： 「我已

回來的人。 從這裡， 易卜拉欣就歸納說穆
罕默德是比不上耶穌的。 他只願意宣稱穆
斯林清真言的第一部分， 「萬物非主， 唯
有真主」， 並除去第二部分， 「穆罕默德
是主使者」。 因著這個冒犯， 他被指控為
異端並被處死。 在他最後的遺囑中， 他呼

經是基督徒了， 甚至當我還是一個小女孩
時， 我就已經愛耶穌了。 」5

十字架的新印象
另外一些穆斯林並不是透過古蘭經認

籲他的門徒逃離這座城市， 並等待神啟示
真信仰那一天的來臨。 2

識耶穌的， 而是他們所經歷的有關人的苦
難和不公義。 這些經歷， 使得他們以嶄新

一位從尼日爾來的老人逐漸成了基督
徒， 他談到他與這些穆斯林「耶穌的門
徒」其中一人的談話內容。 3

的眼光來看十字架上的耶穌。 當傳統的伊
斯蘭教拒絕被釘十架先知的醜聞時， 悲慘
的人們卻從自身痛苦的經歷中， 知道正義

一天， 有一個人帶著一群綿羊和山羊
從北方而來。 我是一個好奇的人， 就問他

的人經常會被欺壓、 殺害及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 一些巴勒斯坦的詩人甚至承認基督

從哪裡來。 他告訴我， 他從很小的時候就
住在麥加。 我問他： 「你可以說出伊斯蘭
教所承認的先知嗎？」他就列了他所知道

的被釘十字架， 是他們本身受苦和羞辱的
縮影。 6

的先知的名字。 我對他說： 「我並沒有聽
過爾撒的名字。 你可以告訴我有關祂的事

yn）寫了整本有關耶穌受難日的戲劇。 他
不是為了要發展其歷史性的特色， 而是要

嗎？」他回答說： 「是的， 我沒有提過爾
撒。 祂的能力高過我們自己。 祂是天地的

帶出更深一層的意義： 耶穌的故事， 是給
每一個人的故事。 7

主， 也因此我不能將祂的名字與其他的先
知並列。 」他並沒有再進一步詳細解釋。

然而有趣的是， 有關耶穌的思想並不
一定會帶領我們與基督有個人的關係。 它
甚至還可能被利用來符合個人先入為主的

其實很多時候在很多地方， 我們都會
聽到這些奇特的屬靈經歷， 它們都是無名
的見證。 他們當中有穆斯林的信徒， 雖然
仍然留在他們自己的宗教團體裡， 但卻定
睛在耶穌身上， 一直到他們看到了有關耶
穌的奧祕， 就是福音書上所啟示的。 4 這
些人當中， 很多從來沒有跨進基督教會的
大門， 甚至在他們的國家也沒有教會。 他
們還是穆斯林的身分， 卻單單地相信耶穌

一位埃及醫生侯賽因（Kamil Husa-

思想意識。 8 一個人可以在沒有真正遇見
耶穌及與祂談話的情況下， 滿足於只是談
論及辯論有關耶穌。 當然， 也有些人是真
正的遇見了耶穌； 有時候， 甚至還可以看
到耶穌自己採取主動來見他們。

那位應允禱告的耶穌
「我想死。 就是這樣了， 我不想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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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了。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 淩晨三點
鐘， 巴基斯坦十六歲久病的少女古珊‧ 法

禱告， 並祈求祂的醫治。 她有了新的經
歷。 她發覺到她越向耶穌禱告， 耶穌就越

蒂瑪（Gulshan Fatima）這麼說道。 因著
父親的過世， 她沮喪地哭著。 9 他父親給

發地吸引她。 她並沒有在理論上認識耶
穌， 但卻與祂在生命中相遇。 她養成了這

他女兒最後的遺言是： 「古珊， 有一天真
主會醫治妳， 向祂禱告吧！」

個習慣， 就是在所有日常禱告的後面再加
上這個祈求： 「哦， 耶穌， 麥爾彥的兒
子， 請醫治我。 」

這是古珊生存的轉捩點， 她痛苦地呼
喊。 其實， 有人真正明白她的痛苦。 接下
來所發生的事， 就比較讓人難以理解。 她
重述道：
我無法形容， 但我知道有人聽到
我的呼求。 那就好像在我與那平安的
泉源之間， 掀開了那道面紗。 我問
道： 「請告訴我， 為什麼那麼嚴厲
地懲罰我？」「我不會讓妳死的， 我
會讓妳活。 」那是一個溫柔和低沉
的聲音， 是用我的語言說的。 它帶來
新的自由以接觸真主， 就是那至高無

三年過去了， 古珊經歷了整個生命的
改變。 有一天， 當她將她小小的禱告告訴
耶穌時， 一個意念進入她的腦海： 「我已
經禱告這麼久了， 但我還是個瘸子。 」她
就直接向耶穌祈求： 「看， 在天上活
著， 11 在神聖的古蘭經裡也提到曾經醫
治病人。 也可以醫治我， 但我現在還是
一個瘸子。 我再次提祂的名， 並迫切地懇
求， 還是沒有得到回應。 然後我痛苦地喊
出來： 『若能， 求醫治我； 要不然， 就
告訴我。 』」

上者， 祂從來沒有向我說明祂甚至知
道我的存在。

古珊說，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她難以
解釋的。 她的房間充滿了光。 有十二個人
環繞著另一個人出現在她面前， 中間的那

當古珊再繼續她的埋怨時， 這聲音再
次低沉而充滿活力地說： 「是誰醫治天然

位告訴她： 「起來， 這就是妳所尋求的道
路。 我是耶穌， 馬利亞的兒子， 就是妳所

盲、 大痲瘋， 又能使死者復活？是我
麥爾彥之子爾撒。 妳可以在古蘭經裡的麥

禱告的那位。 現在我就站在妳的面前。 起
來， 來到我面前。 」

爾彥書上認識我。 」10
從那一天開始， 這久病的年輕女孩就

當古珊還在猶豫不決時， 這聲音重複
了三次。 最後， 她順服了。 「我十九年來

開始了她生命的新階段， 一個安舒卻孤獨
的生命。 她仍繼續與沮喪奮戰， 及問：

殘疾在床， 感到有一股新的能力流過我無
用的四肢。 我將我的腳放在地上， 就站立
了起來。 然後我跑了幾步， 就跌在異象的

「為什麼？」但她也開始研讀古蘭經裡有
關耶穌的經文， 她就從麥爾彥書開始。 這
研讀讓她對耶穌的信心和信靠不斷地增
長， 原來祂就是古蘭經所形容的那位可以
醫治病人的先知。 在尋求古蘭經文的過程
中， 最重要的是她虔誠地探索。 她向耶穌

腳前。 有光照入我的心裡和思想， 在那個
時刻， 很多事情對我就明朗化了。 」
接著古珊聽到耶穌用她從未聽過的字
眼來形容祂自己： 「我是以馬內利。 我就
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還活著， 而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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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會再回來。 看哪， 從今天開始， 妳就是
我的見證人。 妳親眼所見的， 要告訴我的
百 姓。 妳 必 須 這 樣 禱 告： 我 們 的 父
……。 」當這個異象消失後， 古珊得到了
醫治。 她的朋友和家人都非常的驚訝。 一
開始他們充滿了欣喜。 但當古珊堅持說她
得醫治不是因為她去麥加朝聖及穆罕默德
的代求， 而是耶穌時， 她家人的態度就轉
成失望了。
章節附註
1. 在 Trenta Giorni no. （五月五日， 1987）；
22-25 頁。
2. 馬拉姆‧ 易卜拉欣（Mallam Ibrahim）的故
事， 乃是由伊多伍（J. A. Idowu）所提供，
在英國伯明罕所撰寫的《古蘭經裡的耶穌：
北尼日利亞人的個案研究古蘭》（Jesus in
the Qur’an, a Northern Nigerian Case Study）
之文學碩士畢業論文， 1981 年， 29-41 頁。
3. See R. Deniel, Chemins de Chrétiens Africains
no. 6 (Abidjan, Ivory Coast: Inades, 1981), pp.
10-11.
4. 此福音書提醒我們， 耶穌問祂的門徒： 「你

們說我是誰？」（馬太福音十六 15）的情
景。
5. See W. M. Miller,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Islam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6), p. 116.
6. See Boutrow Hallaq, “La Poésie Arabe et le
Christ,” Comprendre no. 135, (17 May 1976).
7. Kamil Husayn and Kenneth Cragg, trans., City
of Wrong (Amsterdam: Djambatan, 1959).
8. 甚至在最近， 很多宗教運動都利用耶穌來發
動。 反之， 基督徒、 猶太教徒和穆斯林常常
使用或誤用耶穌來嚇走他們的敵人。 參讀
M. de Epalza, “Juifs, Chrétiens, et Musulmans
en Espagne (VI°-XVII°s.)” Jesus Otage (Paris:
Cerf, 1987).
9. Esther Gulshan and Thelma Sangster, The Torn
Veil: Christ’s Healing Power Breaks Through
to a Muslim Girl (Basingstoke, UK: Marshall,
Morgan, and Scott, 1984).48 頁及之後有更詳
細的描述。
10. 這些句子是古蘭經三章 49 節及五章 110 節
的翻譯， 描述有關耶穌的神蹟。
11. 從一些古蘭經的經文， 多數的穆斯林認為耶
穌並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被神提到
天上， 並與神同在； 一直到世界末了時， 會
再回來繼續祂地上的生命。

耶穌的被釘
布魯斯‧ 麥道威爾（Bruce A. McDowell）
、 尼斯‧ 札卡（Anees Zaka）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對伊斯蘭教來說
是一種醜聞， 這一直是穆斯林拒絕
基督教信仰的首要原因。 古蘭經說道：
「他們對於這件事， 毫無認識， 不過根據
猜想罷了。 他們沒能確實地殺死他。 不

然， 真主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裡。 」（古
蘭經四 157、 158）古蘭經裡談到耶穌的
死， 是非常神祕的， 但穆斯林的解經家們
認為這是指基督在末日時的死亡。 什葉派
（Shi’i）傳統也提到： 「他們並沒有殺他

麥道威爾在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學習伊斯蘭教義， 曾參與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服事工作。 札卡是無
牆教會（Church Without Walls）的創辦人暨負責人， 也是聖經學院伊斯蘭研究會（Biblical Institute for Islamic Studies.）的創辦者和會長。
改編自 Bruce A. McDowell and Anees Zaka,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t the Table (Phillipsburg, N.J.: P & R Publishing,
1999), pp. 116-19. 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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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魂、 他的人。 」一般而言， 伊斯蘭的
詮釋是比較傾向諾斯底派的， 他們主張有

釘在十字架上的是另有其人， 很可能是猶
大。 神從仇敵的手中將耶穌救出來， 並將

人「代替」基督被釘在十架上， 祂是被提
到神那裡， 並不是復活。 1

祂升到天上。
找到：

在古蘭經的十九章 33 節裡， 似乎有教
導說耶穌的確死了： 「我在出生日、 死亡
日、 復活日， 都享受和平。 」2 然而， 穆
斯林一般皆用以下這些經文來指責基督徒
的懷疑（否定祂已經死了）古蘭經四章
156 至 158 節：
又因為他們不信爾撒（耶穌），
並且對麥爾彥（馬利亞）捏造一個重
大的誹謗。 又因為他們說： 「我們確
已殺死麥爾彥之子麥西哈‧ 爾撒（彌
賽亞‧ 耶穌）， 真主的使者。 」他們
沒有殺死他， 也沒有把他釘死在十字
架上， 但他們不明白這件事的真相。
為爾撒而爭論的人， 對於他的被殺
害， 確是在迷惑之中。 他們對於這件
事， 毫無認識， 不過根據猜想罷了。
他們沒能確實地殺死他。 不然， 真主
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裡。 真主是萬能
的， 是至睿的。
有建議說， 157 節的「為爾撒而爭論
的人」， 是指不同派別的人疑惑地在基督
國度裡為基督而爭論。 它很可能只是指穆
罕默德觀察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極大分
別。 在先知穆罕默德言行錄裡， 有進一
步談到否定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既然古蘭
3

經同時都肯定也否定耶穌的死， 穆罕默德
的言行錄就嘗試打圓場， 雖然耶穌死了幾
個小時， 但祂並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4
穆斯林相信有一個要設法將耶穌釘在
十字架上的陰謀， 但其實那不是耶穌。 被

5

在穆斯林的傳統裡， 我們

他們吐唾沫及將荊棘放在他身
上。 他們將木頭豎立起來， 要將他釘
在上面。 當他們將耶穌釘在木頭上
時， 地面變為黑暗。 真主差遣天使在
他們及耶穌之間降下。 真主將耶穌的
樣式放在那背叛他之人猶大的身上。
他們其實是釘耶穌的替身， 卻以為是
耶穌。 然後真主就使耶穌死了三個小
時， 並將他升上天上； 這就是古蘭經
裡的含義： 「哀哉！我會讓你死亡，
然後將你提到我面前， 從那些不信的
人當中潔淨你。 」6
對於古蘭經裡有關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的教導， 穆斯林有不同的看法。 這包括了
耶穌在被釘之前已被神帶走、 猶大變成耶
穌的樣子代替耶穌釘十字架、 耶穌死了幾
個小時後就被神提到天上， 以及耶穌在十
架上昏了過去， 但從來沒有認為是真正的
死在十字架上。
從穆斯林的角度， 基督的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 在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造成極
大的鴻溝。 基督教的這項教義是不容妥協
的； 如同其他的教義如基督的人性或三一
真神， 都是不容妥協的。 似乎對穆斯林而
言， 基督教最難明白的概念， 就是被釘十
字架以及救贖的教義。 7
古蘭經強調凱旋及真主卓越的主權，
所以它否定了十字架的犧牲。 這位決定所
有生物終局的裁決者， 是不會允許祂的僕
人先知被擊敗或被仇敵侮辱的。 8 否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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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被釘死在十架上的， 其實主要是否定十
架上的犧牲是猶太人的勝利。 因為伊斯蘭

確的資料。 13 穆罕默德的第一個妻子赫蒂
徹（Khadija）， 來 自 基 督 教 以 便 尼 族

教根本沒有犧牲的概念， 古蘭經從來沒有
提到救贖或耶穌的拯救工作。 9 穆斯林激

（Ebionite）的背景， 他們恨惡獻祭及否定
耶穌的神性。

烈地否定任何替代救贖的主張。 但對基督
徒而言，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 是信仰

要幫助穆斯林瞭解基督的十字架， 似
乎必須從舊約入手。 若有可能， 用他們熟

的根基， 神道成肉身之永恆的愛， 已顯示
在擊敗罪與邪惡裡了。

悉的先知來說明， 如亞當、 挪亞、 亞伯拉
罕、 雅各、 摩西、 大衛、 約拿和施浸約
翰。 以這些先知生命裡的預言、 預表和獻

以下是穆斯林常問的一些問題， 表明
了基督的被釘是令他們費解的：
基督教會相信耶穌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 這是否符合神的公義、 憐憫、
權能和智慧呢？這位最有憐憫、 願意
饒恕及至高的神， 竟然不能饒恕人的
罪， 反而只能加以施行這殘酷及最羞
辱的十字架酷刑， 在一個無罪及委身
於祂的事工並帶來極大果效的人身上
嗎？這方法是實踐神的憐憫及饒恕，
或是反映祂的公義與愛呢？10
穆斯林拒絕基督教的救贖， 不單只是
因為古蘭經沒有提到， 也因為它看起來並
不理性， 也不符合他們的神觀與人觀。 與
這點有關的， 是他們的兩大神觀。 第一，
真主是全能的， 祂可以做任何祂喜悅的
事； 第二， 真主是有憐憫的， 祂原諒任何
祂喜悅的人。 所以， 既然真主的旨意是那
麼有支配性及隨意， 根本不需要救贖。 真
主根本不需要滿足祂自己的公義， 好像基
督徒所信的。 11 穆斯林也拒絕基督的死，
因為從他們的觀點， 先知是不受苦或犯罪
的。

真主會保護及保證他們的榮耀。
顯然， 有關基督之死的重要性， 古蘭

12

經裡根本沒有提到。 這導致一個總結， 有
關基督教的正宗信仰， 穆罕默德並沒有準

祭來指向耶穌在十架上的代贖， 再加上對
神聖潔、 公義和愛的屬性的正確瞭解。 神
的屬性讓救贖成為必需。 我們的罪， 在神
聖潔的光照之下， 表明了只有聖潔的彌賽
亞， 透過祂的死， 才能為我們的罪付上贖
價。 唯有透過基督從死裡復活， 把我們從
死亡與定罪中釋放出來， 神的大能及公義
就向我們顯明了。 所以， 十字架和復活，
在將我們從罪的刑罰中救出來是必要的。
章節附註
1. Lois Gardet, Mohammedanism (New York:
Hawthorne Books, 1961), p. 40.
2. 除非有特別聲明， 本書英文版在這篇文章所
用 的 古 蘭 經 譯 本 是 皮 克 索（Mohammed
Marmaduke Pickhall）譯本， 《榮耀古蘭經
的含義》（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Koran）； 中文版則多使用馬堅譯本。
3. Richard Bell, The Origin of Islam in Its Christian Environment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1926), pp. 154-55.
4. Samuel M. Zwemer, Mohammed or Christ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5), pp.
229-30.
5. Hammudah Abdalati, Islam in Focus (Malaysia: Polygraphic Press, 1980), p. 158.
6. Zwemer, Mohammed or Christ, p. 230.
7. Seyyed Hossein Nasr, Islamic Life and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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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vid Brown, A New Threshold: Guidelines
for the Churche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Muslim Communities (London: The 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76), p. 16.
9. W. Montgomery Watt, B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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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bdalati, Islam in Focus, pp. 160, 162.
11. L. Bevan Jones, Christianity Explained to
Muslims, rev. ed. (Calcutta, Indi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52), pp. 96-97.
12. 出自簡河培 （Harvie M. Conn） 的評論。
13. Jones, Christianity Explained to Muslims, p.
90.

不同的歷程：伊斯蘭教的平安和福音的平安
大衛‧ 申克（David W. Shenk）
伊斯蘭教與基督的福音都慶賀神的

十字架的方法決定了新約基督徒的道

大能。 伊斯蘭教宣稱全能的神不能
為我們受苦； 基督的福音宣稱全能的神選
擇為我們及與我們一同受苦。 這極大的分

德。 基督徒的態度和行為都反映了這一準
則。 聖經教導基督徒， 神呼召我們跟隨彌
賽亞的腳蹤， 走向十字架之路。 「你們蒙

歧是兩個平行的旅程， 也解釋了伊斯蘭教
和福音在神的本性及祂國度的不同立場。

召原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
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彌賽亞耶穌與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

他並沒有犯罪， 口裡也沒有詭詐。 他被罵
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
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彼得前書二

德， 是背道而馳的。 彌賽亞拒絕接受成為
有權勢君王的邀請， 反而「定意向耶路撒

21-23； 參哥林多後書五 21； 以賽亞書五
三 9）

神的本性

冷」（路加福音九 51）及十字架上； 穆罕

一些穆斯林神學的和平主義派（pacif-

默德則轉離麥加的痛苦迫害經歷， 接受了
麥地那總督的職位， 以政治權勢及成功來

ist streams）認為， 穆罕默德在麥加的受苦

取代受苦。 當基督教會或穆斯林團體尋索
第一位信徒的信仰時， 他們會發覺到伊斯
蘭教與福音所談的平安是不同的。 對平安
的不同理解， 來自不同的民族基礎。

是建立基要準則， 尤其當穆斯林只是少數
群體時。 然而伊斯蘭的主流信仰是以聖遷
（Hijra， 希吉拉）的方法， 及在麥地那後
來的政治和軍事發展才形成的。 在穆斯林
團體中也有類似的爭議， 他們應該學習先

申克博士是美國賓州瑟蘭加市東部門諾會事工委員會的全球宣教顧問。 他出生於坦桑尼亞的一個宣教士家庭， 曾
於索馬里、 肯亞和美國工作， 也曾在立陶宛教過書。 他曾寫過十多本有關於宣教與福音及與其他宗教關係等方面
的書籍。
改編自 David Shenk, Journeys of the Muslim Nation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2003), pp.
134-41.www.mph.org/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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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麥加的受苦， 還是麥地那的凱旋政治
呢？那些以麥地那為基地的人， 他們的道

行了。 也就是說， 聖遷讓穆斯林團體深信
真主要全面治理這地。 而要成就真主的旨

德與和平是建基於古蘭經的命令， 就是在
必要時以暴力對抗敵人。

意， 政治和強權是必需的。 那些順服真主
旨意的人， 是有能力的而非軟弱的。 為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
人， 你們不要過分， 因為真主必定不
喜愛過分者。 你們在那裡發現他們，
就在那裡殺戮他們； 並將他們逐出境
外， 猶如他們從前驅逐你們一樣， 迫
害是比殺戮更殘酷的。 ……如果他們
停戰， 那末， 真主確是至赦的， 確是
至慈的。 你們當反抗他們， 直到迫害
消除， 而宗教專為真主； 如果他們停
戰， 那末， 除不義者外， 你們絕不要
侵犯任何人。 （古蘭經二 190-193）

神的大能
不但如此， 伊斯蘭的聖遷和十字架的
福音， 形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對神的本
性、 主權及大能的主要瞭解。 在福音裡，
彌賽亞是原原本本的真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一 14）彌賽
亞選擇了軟弱受苦的道路： 祂成為順服的
奴僕，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將
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
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
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
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
立比書二 9-11）
然而， 穆斯林的主流神學卻敬佩聖遷
所帶來的實際成果， 它讓穆罕默德建立了
穆斯林的政治和軍事， 控制了麥地那， 及
逐漸掌控整個阿拉伯。 這也建立了穆斯林
對政治權力的信心， 只要是穆斯林掌權就

此， 穆斯林相信十字架的犧牲是絕不能發
生的。 彌賽亞不可能經歷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 真主是至高及全能的， 所以祂從來不
會讓彌賽亞受苦並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通往平安的兩種邀請：
伊斯蘭教和福音
雖然穆斯林團體否定彌賽亞耶穌的被
釘十字架， 但卻有一些穆斯林密謀十字架
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侯賽因（Muhammad Kamil Husain）在其著作《錯誤的城
市》（The City of Wrong）中指出， 當屬靈
的和政治權勢將他們的仇恨均指向耶穌
時， 就致使耶穌被逮捕及受審。 然而， 他
們宣稱， 在最後黑暗的混亂中， 耶穌逃脫
了！1
在穆斯林團體的生活和信仰中， 存在
著溫柔、 脆弱及尊重的屬靈生命， 這是非
常重要的認知。 雖然如此， 穆斯林和基督
教對新約十字架意義的不同反應是非常顯
著的。 身為索馬利亞（Somalia）的教師，
有時候我會在附近的咖啡館與穆斯林學生
同坐。 某個傍晚， 我們討論到和平使者。
「伊斯蘭教是一個很實際的宗教， 」
一個學生說： 「如果你打我一邊的臉頰，
我會非常用力地回擊， 使你永遠不會再打
我的臉頰。 這是伊斯蘭教建立和平的方
法。 然而， 彌賽亞耶穌就不實際了。 祂教
導說你要饒恕你的仇敵， 當你的敵人打你
時， 甚至要轉過另一邊的臉由他打。 一個
人是不能用這樣的方法建立和平的。 」

第八課 神學議題

我回應說： 「如果我對你的冒犯反
擊， 一段時間之後你肯定會報復。 這報復
就會不斷地循環下去。 但是， 當耶穌被釘
死在十字架時， 祂宣稱原諒那些深深傷害
祂的人。 這種讓人訝異的饒恕， 終止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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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Islamic jihad）的神學。 他提到， 在目
前情況， 與以色列的暴力對質是唯一的解
決方法， 必須是聖戰。 其次， 他們約見了
以色列移民團體。 他們的領袖解釋說錫安
主義（Zionism）需要他們佔領這歷史上屬

力的循環。 」那個黃昏， 與我一起喝茶的
學生對我的和平看法並不以為然。 他們還

於以色列的土地。 只有強行的暴力才能解
決巴勒斯坦人的反移民暴力， 此外別無他

是非常崇拜前伊斯蘭阿拉伯的智慧： 「那
些沒有使用暴力的人， 將蒙受冤屈。 」2

法。 第三， 他們與一個住在瓦礫堆裡的巴
勒斯坦基督徒家庭會面。 這個家庭在以色

他們不認為傳統的智慧與他們所擁抱的伊

列的攻擊中失去了一切。 他們談到了耶穌
的方法， 就是原諒你的仇敵。 他們交代

斯蘭教有何衝突。
聖遷的神學並沒有留空間允許軟弱和
失敗。 有時是必須暫時從苦難和失敗的恥
辱中退去的， 就好像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徒
到麥地那一般。 但在一段時間之後， 烏瑪
（umma， 即穆斯林統一社會）成功地搶
佔了敵人的優勢。 穆罕默德凱旋回歸麥
加， 就是那些真正跟隨真主之人的正常模
式。 這是穆斯林民族至終要勝過他的敵人
的確據， 就好像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的軍隊
逐漸勝過了麥加的權勢， 就是那原本反對
穆斯林的權勢。
正如以上所提， 在穆斯林團體中只有
少數的和平主義派。 古蘭經堅決地命令要

說， 對於那些破壞他們家園的人， 他們並
沒有苦毒， 他們願意向那些深陷在暴力漩
渦中的人， 表達基督的愛。

彌賽亞的新形像
彌賽亞走向十字架的救贖方法！雖然
穆斯林神學否定十字架， 但很多穆斯林都
被十字架的意義所吸引。 一個黃昏， 於美
國費城的清真寺裡的交談， 一位在天普大
學（Temple University）博士班的女學生
問道： 「為什麼在索馬利亞的暴力循環模
式從來未曾停止過？雖然索馬利亞是穆斯
林 地 區， 為 什 麼 基 督 徒 們， 如 門 諾 會

以慈愛對待那些悔改及投降的敵人。 然
而， 在穆斯林的主流生活裡， 除了以報復

（Mennonites）信徒， 那麼地積極投入要
與索馬利亞人和解？」她對我問及這個問

來對付敵人以外， 要烏瑪從伊斯蘭的屬靈
教導中找出對待敵人的其他方式， 是非常

題， 因為她知道我住在索馬利亞已有好長
一段時間。

困難的。 3 而這所造成的悲劇就是： 報復
培育了連環的報復。

我回應說： 「有很多原因導致暴力的
循環。 然而， 基督徒對和平的貢獻來自於

2002 年秋天， 一群從基督教學院來的

我們的饒恕信念； 我們必須要饒恕我們的
仇敵， 就好像彌賽亞耶穌一樣， 饒恕那些

學生在以色列和西岸， 花費了一個學期的
時間。 他們共有三個會議， 都是要適切地
反映中東的和平。 首先， 他們約見了哈瑪
斯（Hamas）的領袖。 他解釋了伊斯蘭聖

將祂釘在十字架的人。 索馬利亞其中一個
悲劇就是， 很多世紀以來， 索馬利亞人不
承認那些相信耶穌受難的見證人， 並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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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了那些鑄成大錯的人。 這個受傷的國
家， 完 全 否 認 了 耶 穌 所 提 供 的 饒 恕 方

你也可以赦免我們。 你的評語是一個呼
籲， 呼籲基督徒要為著我們所擁護的扭曲

法。 」那天黃昏， 在清真寺裡的回應幾乎
就是合唱： 「哦！請注意！彌賽亞耶穌並
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今夜我們又

福音而悔改。 」她向我致謝， 並深深感動
地說：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一個基督
徒為了教會所犯的罪， 而向穆斯林請求原

再次聽到了這個否認， 」我堅持說道：
「彌賽亞的被釘表明了祂饒恕的愛， 這是

諒。 在你的認罪中， 我看到了我所不知道
的彌賽亞形象。 」

給萬國的醫治， 也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
當我們拒絕這樣的愛的可能性時， 我們便
拒絕了真正的和解和醫治。 」
在另一個情況， 當我說明了十字架所
提供的令人驚訝的和解時， 一位穆斯林的
學者和神學家轉向我說： 「我從來沒有經
歷過教會是一個使人和平的團體。 這是我
第一次知道耶穌拒絕以暴力的方式來對付
祂的敵人。 至於教會， 我們穆斯林察覺到
當事情不是照著教會的方式時， 教會就成
為一個實行暴力的社群。 」
我回應說： 「願神赦免教會所刻畫出
的暴力彌賽亞， 這是在化妝舞會上被扭曲
的彌賽亞的福音。 我希望因著神的恩典，

第八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Muhammad Kamil Husain, City of Wrong,
trans. Kenneth Cragg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1995).
2. C. J. Lyall,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Arabian
Poetry, 5 (London, 1930); in Kenneth Cragg,
Muhammad and the Christian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84), p. 39.
3. Cragg, Muhammad and the Christian, pp.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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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哪些詞或概念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中都有出現，但卻包含不同的意思、含義或假
設？

2. 銀行透過讓營業員學習真鈔的方法，來訓練他們辨認偽鈔。什麼是「真」基督教？
請閱讀羅馬書五章 1 至 11 節。
列出描述我們行為的動詞。
列出描述神行為的動詞。
對比基督拯救我們生命的前後情形。
從這段經文中，你有哪些新的看見？
本周思想這段經文時，讓神在更深層次上使你明白祂的真理。讓祂的愛澆灌在你

的心裡，並從中流淌出來以澆灌他人。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Norman L. Geisler and Abdul Saleeb, Answering Islam, 2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2).
Abdiyah Akbar Abdul-Haqq, Sharing Your Faith with a Muslim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80).
Fouad Elias Accad, Building Bridge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lorado Springs, Colo.:
NavPress, 1997).
Chawkat Moucarry, The Prophet and the Messiah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觀察： 看一部從基督徒的角度描述伊斯蘭教的電影。
禱告： 在穆斯林的五個特定祈禱時間裡為他們禱告， 至少要堅持一天。 有許多網站根
據你所在的地點， 列出了這五個時間。
交友： 透過友好的交談開始與一個穆斯林交朋友。 邀請對方與你共進午餐或喝茶。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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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歷史上的宣教方式
思考問題
 過去幾個世紀之中 教會如何向穆斯林們傳福音 結果如何？
，
，
 我們應當如何與在穆斯林占主導之國家的基督教會共同努力？
 為什麼當穆斯林看到其他的穆斯林歸信基督的時候

， 會很難過？

課程目標
描述並解釋基督教事工在穆斯林當中曾做過的嘗試， 包括：
1. 教會在向穆斯林傳福音方面， 整體上努力的欠缺。
2. 以往福音外傳的結果： 以往穆斯林對福音顯著回應的範例； 穆斯林和穆斯林社
會對信仰轉變的反應；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之人權和受到逼迫的問題。
3. 以往事工的途徑、 影響和暗示， 包括： 過度使用護教學來爭論和辯護； 為避免
逼迫使歸信基督的穆斯林脫離自己的社會； 以及試圖與伊斯蘭國家境內少數古
老的基督徒團體合作。

課程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方式
撒母耳‧ 茨維莫
為何果效甚微？

377 頁
380 頁
385 頁
391 頁

基礎閱讀： 歷史上的宣教經驗

393 頁

環球監察名單

402 頁

基督徒對穆斯林應持態度的聲明

404 頁

是什麼吸引穆斯林女性歸向基督？

406 頁

完整閱讀： 歸信的勇氣

410 頁

歸信所帶來的創傷

416 頁

推薦閱讀 & 行動

421 頁

引言
教會在穆斯林世界作見證的
紀錄有多少？我們對此應該
作何回應？教會在過去的努力， 為
我們今天向穆斯林傳福音提供了許
多有益的條件。 即便如此， 我們絕
不能不願承認並指正過去的失敗和
錯誤。
自從穆罕默德時代以來， 基督
徒為向穆斯林傳福音所作出的努
力， 簡直是微乎其微。 遺憾的是，
即使是在我們作過見證的地方， 穆
斯林們也一直總是把西方宣教士的

© Caleb Project

工作和區域擴張、 帝國主義以及戰
爭這些包袱聯在一起。 他們指責教
會用經濟資助和雇傭的手段， 從窮
人們當中「收買」轉變信仰的人。
一個穆斯林的成長

事實上， 基督教的福音外傳總是與不
同的動機混雜在一起。 十字軍結束很久

關係。 宣教士們分發福音單張， 但卻沒有
生活在穆斯林中間， 也不邀請穆斯林去他

後， 政治和經濟繼續左右著事工策略。 即
使是在今天， 穆斯林還是把許多善意宣揚

們家作客或依靠他們的幫助。 宣教士們經
常用堆積如山的辯論攻擊伊斯蘭教是一個

福音的努力， 和殖民主義以及西方文化侵
略聯在一起。 文化優越性的態度， 為我們
的美好事工埋下了隱憂： 作為「證據」，

異端學說， 試圖說服穆斯林相信伊斯蘭教
的種種錯誤和低劣， 而不是強調耶穌基督

穆斯林宣稱西方軍隊好管閒事的行動， 常
常壓過了基督僕人們默默的努力。 不過，
今天在穆斯林中間進行的福音事工， 遠多
於三十年前， 而且這些見證正在竭力地改
變以往的誤解。 因此， 我們滿懷希望。
過去， 大多數福音事工傾向於非建立

的獨特性。 不過隨著他們開始瞭解並欣賞
他們的穆斯林朋友時， 一些早期攻擊伊斯
蘭教的工人， 後來成了道成肉身的見證辯
護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撒母耳‧ 茨維莫）
。
在過去， 少數幾位有膽量走入穆斯林
群體的宣教士當中， 有許多集中精力幫助
已有的少數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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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土耳其的美國人。 宣教士們期望著能
夠動員這些當地的基督徒起來， 與他們周

然傳統的基督徒在文化上和地理位置上而

圍的穆斯林分享福音， 這個方法只在幾個
案例當中有用， 但是大體上果效甚微。 為

言， 與穆斯林生活得相當接近， 但是他們
卻各自留在自己的群體之中； 在許多情況
下， 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與穆斯林接觸。

數不多的幾處教會面臨著各式各樣的阻

結果就是大多數宣教士對這些教會或他們

礙： 逼迫、 種族主義（他們自己的和穆斯
林的種族）、 對苦難的恐懼， 和人們希望

周圍的穆斯林群體， 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力。 在策劃今天福音外傳的策略時， 我們

按照自己的文化形象製造信徒的傾向。 雖

不能忽略現存的教會， 也不能再想當然耳

耶穌的死
普遍接受的一個穆斯林觀點是耶穌並沒有經歷人類的死亡， 而是活在一個屬天的身體
裡。 1 最盛行的理論是耶穌並未死在十字架上， 乃是另外一個人代替祂死在十字架上。 其
他理論認為耶穌是被掛在十字架上但卻沒有死（昏厥過去）， 或者釘死於十字架只是一個
傳說。 （欲進一步閱讀， 請參見第八課的完整閱讀〈耶穌的受難〉。
又因為他們說： 「我們確已殺死麥爾彥之子麥西哈‧ 爾撒， 真主的使者。 」他們
沒有殺死他， 也沒有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但他們不明白這件事的真相。 為爾撒而爭
論的人， 對於他的被殺害， 確是在迷惑之中。 他們對於這件事， 毫無認識， 不過根據
猜想罷了。 他們沒能確實地殺死他。 不然， 真主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裡。 真主是萬能
的， 是至睿的。 （古蘭經四 157-158）
在這段古蘭經文中， 「他們」乃是指猶太人； 古蘭經反駁猶太人聲稱是他們殺死了耶
穌。 古蘭經裡其他的經文似乎暗示耶穌的確死了。
我（耶穌）只對他們說過你所命我說的話， 即： 你們當崇拜真主
我的主， 和
你們的主。 我同他們相處期間， 我是他們的見證。 你使我死去之後， 盟護他們的是
你， 你是萬物的見證。 （古蘭經五 117）
當時， 真主對爾撒說： 「我必定要使你壽終， 2 要把你擢升到我那裡， 要為你滌
清不信道者的誣蔑， 要使信仰你的人， 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 直到復活日。 然後你們
只歸於我， 我要為你們判決你們所爭論的是非。 」（古蘭經三 55）
1. 見 Abdullah Yusuf Ali, The Meaning of the Holy Qur’an (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 1989), 第
236 頁， 評論腳記第 664 條。
2. 大多數其他譯本均避免翻譯「maut」這個阿拉伯語動詞， 意為死亡或滅亡。
摘自： Annee W.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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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為我們建造當地的基督徒， 就會使他
們對穆斯林鄰居傳福音。
存在著這樣幾個基督徒特例

他們

在最初伊斯蘭歷史的十四個世紀裡， 在穆
斯林當中進行了頗有果效的事工。 學院派
的途徑是， 一旦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在穆斯
林的土地上穩定下來， 他們就在許多穆斯
林國家建立最初的現代化大學和醫院。 然
而， 在這些穆斯林群體中間的機構畢生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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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簡稱 OPEC）所造成的石油危
機、 1979 年伊朗革命後， 伊斯蘭教登上了
世界的舞臺。 另外，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
代， 還有幾個事件標誌了基督教見證在穆
斯林中間的一個轉變： 1974 年， 洛桑世界
福音大會（Lausanne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 1978 年， 葛蘭艾瑞穆
斯林宣教磋商會（Glen Eyrie Consultation
on Muslim Evangelization）； 1979 年， 茨
維莫穆斯林研究院設立（Zwemer Institute

虔地付出， 並不總是會轉化為見證。 在這
個時期， 少數接受基督的穆斯林受到逼迫

of Muslim Studies）， 以及幾個新宣教機構

的時候， 被鼓勵離開他們的家庭並更名改
姓； 有些甚至被要求詛咒穆罕默德並踩在

的形成， 包括 1979 年的先鋒團隊（Pioneers）和 1982 年的前線差會（Frontiers）。

古蘭經上， 作為受浸的先決條件。 即使是
在今天， 阻礙穆斯林接受福音的絆腳石通

這些事件以後， 基督教面向穆斯林的福音
工作變得更為廣泛和富有建設性。 儘管仍

常並不是耶穌或十字架， 而是信徒必須要
完全棄絕本族文化， 而成為自己社會中的

是不多見， 但現在穆斯林遇上一位耶穌的
見證人的機會，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外人。 信仰轉變被看作是一種摒棄家庭和
社會關係的行為， 更像是一種反叛、 與社

首先， 我們尊敬早期在穆斯林中間之
宣教士們的榜樣和遺贈。 他們的勇氣和信

會的決裂， 而不是透過在基督裡由內而外
的轉變。

實不斷地激勵著我們， 他們順服地承擔基
督的苦難， 直接孕育了今日事工的信實：
他們服事、 受苦、 甚至為基督獻上生命

然而， 許多先前在穆斯林當中作見證
的方法， 今天仍然適用。 儘管教會學校、
醫院和孤兒院可能已經不再是策略重點
了， 穆斯林們還是需要自己母語的聖經。
與穆斯林和平之子們（路加福音十 5-9）

（參歌羅西書一 24）。 他們， 如同基督一
樣， 揮灑熱血， 為要看見穆斯林們歸主；
同時， 神呼召我們總結前輩的教訓（正如
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會總結我們的教訓一

之間的圓桌會議和長期的友誼， 為培養在
耶穌基督裡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團體提

樣）。 我們應該效法他們的信心， 從他們
的工作中學習， 並仔細思考查驗他們的推

供了保證。 基督教宣教士們過去經常宣導
世界上提高人類生存條件、 人權和宗教自

測， 以避免他們的失誤， 用既適應當地文
化又符合聖經的方法服事穆斯林。

由的主張。 他們的典範應由今天的基督徒
們傳承下去。

─K.S.， 編者

自從 1967 年六天的以阿戰爭（ArabIsraeli War）、 1973 年 石 油 輸 出 國 組 織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進深閱讀
Colin Chapman, Islam and the West: Conflict, Coexistence, or Conversion (Carlisle, UK: Paternost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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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方式
約翰‧ 馬可‧ 特里（John Mark Terry）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交鋒， 自從穆
罕默德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在履
行基督傳福音的大使命過程中所採用的策
略已經發生了變化， 從苛刻到溫和， 從失
敗到復興， 其結果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
本篇文章簡要地從歷史的角度， 回顧五大
類向穆斯林宣教的不同方法或途徑。 在這
些嘗試過的範例當中， 本土化看起來是最
好的辦法； 然而， 最合適的方式可能是按
照每種情況， 從各個範例中選擇最適宜的
因素。

論）， 與作為建立友誼的方法大相徑庭。
2. 傳 統 的 宣 教 榜 樣。 撒 母 耳‧ 茨 維 莫
（1867-1952）， 這 位「穆 斯 林 的 使
徒」， 是最先使用這個方法的人。 在他早
年的服事中（1890-1916）， 他更傾向於
對抗。 在他的《伊斯蘭教的瓦解》（The
Disintegration of Islam， 1915）和《穆 罕
默 德 或 基 督》（Mohammed or Christ，
1916）兩本書中， 他呼籲「根本性置換」
（radical displacement）， 使伊斯蘭教擁護

1. 辯論方式。 在十八、 十九世紀， 一些宣
教士們如亨利‧ 馬廷（Henry Martyn）、

者完全棄絕伊斯蘭教。 後來茨維莫採納了
更符合人類學和以基督為中心的方法， 在
寫作中更能同理穆斯林身為尋求真主的

卡爾‧ 芬特（Karl Pfander）和聖提斯多爾‧
克萊爾（St. Clair Tisdall）， 試圖以公開辯

人， 但仍保持只有耶穌能夠滿足他們的需
要之態度。 1

論的方式贏得穆斯林。 他們也在市集上講
道， 並印刷了英文和當地語言的護教學辯

茨維莫相信福音宣教必須強調基督的

論刊物。 他們的方法在使人悔改方面從來
都不太成功， 而且通常會激起穆斯林對基

道成肉身、 受難和成為中保。 福音工人必
須呼召穆斯林悔改， 把生命交給基督， 並
參加教會聚會。 後來若干年中， 茨維莫提

督教更強烈的反感。 這個模式現在用得很
少。 其早期的倡議者經常在殖民地政府的

倡向個人和小組作見證， 並建議他的學生
致力於友誼式宣教。 他相信人的個性是交

保護下工作； 如今， 大多數的穆斯林國家
都不會容忍這樣的事發生。 即使偶爾一個

流福音的最佳橋樑。 2 茨維莫這位多產作
家成了眾多福音傳道者所效法的榜樣， 他

穆斯林知識分子被說服， 或者一個基督教
傳道人因為其精彩的演說而讓人們更尊重

們寫作出大量的書籍和小單張， 儘可能廣
為發放聖經， 並透過廣播和聖經函授課程

他， 卻不會動搖大眾的伊斯蘭教信仰。 辯
論作為傳福音的方法與對話（如下所討

的形式宣揚福音。
傳統的模式源自西方的教會。 宣教士

特里博士是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與佈道科（Missions and Evangelism）
的 A. P. Stone 教授。 他從 1976 年至 1989 年間， 一直在菲律賓宣教。
改編自： John Mark Terry, “Approaches to the Evangelization of Muslim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2, no. 2 (April
1996), pp. 168-73.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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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告訴歸信者要斷絕與伊斯蘭教的關係，
公開參加教會。 茨維莫反對歸信者應儘量

阿拉伯國家開設了三家醫院， 並在黎巴
嫩、 約旦和以色列（為巴勒斯坦人）建立

留在清真寺， 以影響其他穆斯林的想法。 3
這一方法受到的主要批評， 使其成效不

了學校和孤兒院。 其想法是透過愛、 同理
和謙卑， 以推倒任何的偏見之牆。 一些宣

佳， 而且太西方化了。 但是維護者認為這
個模式完全符合聖經， 並繼續滿有信心和

教學者堅持我們應該派遣更多的教師、 醫
生、 護士和農業專家的觀點， 因為這些人

盼望地撒播福音的種子， 期待將來終會結
果。 他們認為果效甚微要歸究於政治、 歷

所做的， 要比所說的更具有說服力。 4
機構的模式持續有效， 由於這些機構

史和社會等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

是克服偏見、 贏得傾聽福音機會的一個好
方式， 而且在一些國家如葉門， 是唯一允

3. 機構模式。 幾個主導的福音事工組織都
採用這種模式： 長老會和公理會希望藉由
設立醫院、 學校和孤兒院， 來贏得穆斯
林； 美南浸信會的國外事工委員會已經在

許基督徒存在的國家。 然而， 各個機構面
臨著一個艱難的時期： 通貨膨脹使維持工
作增加了難度， 而且各政府正在接管許多
他們的服務。

見證的持續流失
超過十年的時間，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總數的縮減率， 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其原因
在於：
移居國外以逃離逼迫、 找到工作， 或擺脫其父親和文化的憎恨。
‧ 離開家庭或選擇獨身， 也不願嫁（娶）一個不信耶穌的人。
‧ 與外國人結婚並移民。
‧ 由國外宣教士帶離本國（為了工作、 學習）。
‧ 家庭安排與穆斯林結婚， 孩子由配偶當作穆斯林培養， 或孩子被家庭或政府帶走。
‧ 由於對苦難和逼迫的恐懼， 因而不見證或否認信仰。
‧ 因非見證的原因殉難。
總括來說， 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被疏散， 近百分之八十在國外受教育， 而且多至百分
之六十與外國人結婚， 剩下僅僅百分之五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在本族文化裡作見證， 培
訓下一代信徒， 並組成養兒育女的信徒家庭。
摘自： 里波肯（Nik Ripken）的作品。 里波肯從 1984 年起和家人一起在非洲服事。 里波肯目前為服
事北非和中東地區人民的策略顧問（strategy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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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話模式。 這個方法是由坦普爾‧ 蓋爾
德納（Temple Gairdner, 1873-1928）首先

‧ 首先， 應該與穆斯林領袖們建立交往聯
繫， 以減少公眾反對的可能性。

嘗試， 然後又由卡內斯‧ 克萊格（Kenneth
Cragg）作完善的發展。 對話是由真誠的愛

‧ 群體中的觀點領袖， 不包括那些社會極
端分子， 應該是見證的主要對象。

出發， 尋求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和解。
其目的有四方面： 瞭解穆斯林的信仰， 並
在瞭解他們文化的基礎上體會他們的信

‧ 初始對話中心應是家庭、 親屬和朋友群
體， 而不是個人。

仰； 在真誠友誼的基礎上建立聯繫和交
往； 學習如何向穆斯林作見證； 並最終把
穆斯林們帶入基督的救恩。 5
千萬不要將這種方法與由普救派團體
所支持之匯集普救論的對話混為一談。 宣
教士們並不放棄信仰： 他們更加確認自己
的信仰， 並設法更加瞭解穆斯林。
5. 本土化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 宣教士採
用與文化相關的方法， 以穆斯林可以接受

‧ 開始只應介紹基本的神學概念。
‧ 必須允許發生改變所需的充足時間。

7

‧ 鼓勵新信徒聲明與伊斯蘭教脫離關係並
不可取。 最好是「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
麼身分， 仍要守住這身分。 」（哥林多
前書七 20）以影響他/她的同伴。
‧ 在許多情況下， 應該推遲浸禮好讓信徒
們有更大的機會贏得其他穆斯林。 信仰
的承認應該是公開的， 但浸禮在一些國
家被視為一種政治行為。

的宗教和文化形式展現福音。 這個方法時
刻謹記「十字架討厭的地方」（offense of

‧ 應審視萬物有靈論的實踐， 以便於找出
其原因， 並提供有助福音宣教的聯繫

the Cross）， 盡力避免可能引起反對的刺
激性因素。 6 它要求宣教士在生活方式、
敬拜形式、 神學用詞和策略上， 作相應的

總體來說， 那些不允許其他福音事工
存在的阿拉伯國家需要機構的模式。 對話

改變。
本土化的建議者提出這種向穆斯林宣
教的模式， 需要考慮以下幾個策略：

點。

8

模式是為著不同情況下向穆斯林傳福音時
所提供的方法。 傳統模式以教會為重， 既
符合聖經也應得到強調。 本土化方法則基

跟隨羔羊
我們能信靠神， 讓福音的和平信息以最好的方式， 在穆斯林當中作見證嗎？福音的本
質給我們指出的方向是軟弱和犧牲。 我們能「羔羊無論往哪裡去， 都跟隨他」嗎？（參啟
示錄十四 4）
Gordon D. Nickel, Peaceable Witness Among Muslims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99), p. 106. www.mph.
org/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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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類學的洞察力， 為真正的本地
教會提供了必要的改革。

"Girl in School":Don Holdeman/Saudi Aramco World/PADIA

好的策略之特點
在試圖描述有效的模式， 並
謹記穆斯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有所
區別的過程中， 我汲取了每個模式
的要素。 沒有任何一種策略可以適
合所有的環境。 向穆斯林宣教的策
略應有以下幾個特點：
1. 教會
任何一個模式都必須以教會
為重心。 正如卡內斯‧ 克萊格所說
的： 「人不會進入沒有教會的基督
裡面。 」9 然而， 教會必須實踐本

1952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宰赫蘭（Dhahran）講課

土化。 一種模式如果不能把新信徒
帶入可以餵養其成長的教會， 就是失敗的

5. 伊斯蘭教
新的宣教士應用幾年的時間學習伊斯

模式。
2. 敬拜
成功的模式應強調能夠滿足人們需要
的敬拜。 形式各有不同， 如在非洲和在亞
洲的敬拜就不一樣， 然而本土化卻是關

文化。 詳細的準備和合理的期待， 會減少
宣教士中途退出的現象， 並提高工作果
效。
6. 說故事方式

鍵。
3. 古蘭經
宣教士應使用古蘭經的某些經文作為
解釋福音的助跳板， 自由地使用安拉（Allah）和爾薩（Isa）這樣的名稱。
4. 生活方式
穆斯林國家的宣教士必須為福音的緣
故， 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宣教機構也應
檢測參與這些服事的候選人之心理適應能
力。

蘭教和他們即將被差派去的國家之語言和

宣教士需要針對當地居民的不同文化
來調整自己的宣講方式。 說故事的方式，
會比傳統的講道形式更有果效。
7. 傳播媒介方式
傳播媒介

無論是廣播、 電視和著
皆應予以充分應用。 所策劃的節目
及著作， 必須是已符合當地情境。 戲劇會
作

比傳統的讚美詩和講道的形式更有果效。
8. 禱告
最重要的是， 無論何種模式， 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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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與穆斯林往來時， 必須藉由愛和禱
告， 如同一位已歸信的穆斯林所堅信的：
「這激發我去思考， 那些透過純粹的推論
兩個宗教之間的教義而歸信的案例， 是非
常罕見的， 也許根本就不存在。 在那些歸
信的案例中， 不管是否為了事業上的興
旺、 社會地位、 安全性、 報復抵抗本地社
會或情緒實驗等動機， 通常信仰的轉變是
帶有目的的， 也許更甚的是喜愛那些具有
吸引力之人的迷人美德， 或喜愛一群討人

喜歡的夥伴， 甚於冰冷的宗教意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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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4. C. George Fry and James R. King, Islam: A

在基督裡得以完全
奧馬爾（Omar）小時候就是在貝都因（Bedouin）群體中生活的， 成天看管山羊和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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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 茨維莫
路得‧ 塔可（Ruth A. Tucker）
自十九世紀末起， 許多受過教育之
青年志願者的足跡踏遍了世界各

得到了改變。 英國聖公會在十九世紀六十
年代進入該地區， 其他的宗派也緩緩地跟

地。 他們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滿腔的熱
誠。 正是這個特點， 激勵了在伊斯蘭世界
的福音宣教事工， 特別是在對基督教非常

隨著進來； 但唯有撒母耳‧ 茨維莫， 一個
最初沒有任何宗派支持的青年志願者， 協

抵擋的地方。 第一次顯著的基督教在穆斯
林中間宣教的運動發生在十三世紀， 由雷
蒙‧ 陸爾（Raymond Lull）所領導。 當時

調了穆斯林宣教事工， 並把世界的關注聚
焦到穆斯林人民身上， 和他們對基督的需
要上。 許多其他的學生志願者， 包括加德
納（W. H. Temple Gairdner）、 保羅‧ 哈理

的基督徒中， 幾乎只有他一人關注向穆斯
林宣教， 而不是向他們宣戰。 之後的幾個

森（Paul Harrison）還有威廉‧ 波頓（Wil-

世紀以來， 尼爾（Stephen Neill）說， 這
塊「穆斯林土地」被「基督教宣教機構完

這份最艱難， 也是最沒有報酬的宣教事工。
茨維莫， 這位「伊斯蘭教的使徒」，

全忽略了， 特別是與那些出產更為豐富的
禾 場 比 起 來。 」1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一 個

1867 年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Michigan）

liam Borden）， 也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了

「標誌著基督耶穌的信仰和穆罕默德的信

的荷蘭市（Holland）， 在全家十五個孩子
中， 排行第十三個。 他父親是改革宗教會

仰真正接觸的開端」2 之時期， 這種情況

（Reformed Church）的牧師， 所以對茨維

塔可是宣教歷史學家， 任教於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 曾先後著作了十三本書。
改編自： Ruth A.Tucker, 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3), pp. 276-80. www.zondervan.com.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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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來說， 隨著他的成長， 加入基督教服事
看起來是很自然的事。 他存活下來的五個

這間教會禮拜結束後， 又為其青年人開歌
唱班， 教年輕人唱關於「哦， 的的確確，

弟兄當中， 有四個投入了教會工作， 他姊
姊， 妮爾莉‧ 茨維莫（Nellie Zwemer）便

你實在是極其寶貴」之類的歌。 然而有神
的幫助， 即使我沒有圖表也能傳講， 而且

在中國宣教服事了四十年。 當茨維莫於霍
普學院（Hope College）就讀的時候， 感

我也的的確確傳講了。 」3
1889 年， 坎特尼的巡迴結束， 他坐船

受到國外事奉的緊迫性。 他讀到大學四年
級的時候， 在羅伯‧ 威爾德（Robert Wil-

前往阿拉伯半島， 茨維莫於 1890 年也隨後
抵達。 他們的堅定信念和獻身精神並非沒

der， 與激勵約翰‧ 莫特〔John R. Mott〕
和「黑 門 山 百 人 團」〔Mount Hermon

有受到他們教會領袖的注意， 1894 年美國
阿拉伯傳教會受邀加入了美國改革宗。 事

Hundred〕之熱衷宣教事業的弟兄為同一

工進展的緩慢和茨維莫宣教的最初幾年在

位）充滿說服力的勸說下， 他和他七名同學

波斯灣地區所面臨的抵擋， 並沒有使他洩
氣， 反倒更證實了他所預料的。 一開始的

中的五名志願者參加了國外宣教的事工。

缺乏宗派支持和緩慢的進程
完成神學院學習和醫療培訓後， 茨維
莫和一位神學院的同學詹姆士‧ 坎特尼
（James Cantine）向改革宗傳道會（Re-

時候， 他和坎特尼與聖公會的宣教士們住
在一起， 但是那對聖公會的夫婦搬走後，
除了一個初信的敘利亞年輕人與他們一起
工作外， 他們就完全靠自己了。 但這個年
輕人在短短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便英年早

formed Board）自薦， 表示樂意前往阿拉
伯世界服事； 但是他們並未獲得接納。 因
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那種宣教事工是「不

逝， 這使得事工遭受了沉痛的打擊。

切實際的」。 這兩位青年並沒有氣餒， 依
舊滿腔熱誠， 他們組成了自己的宣教組織

1895 年， 身為單身的宣教士， 經過五
個孤獨的年頭後， 茨維莫愛上了艾米‧ 韋

美 國 阿 拉 伯 傳 教 會（American Ara-

克 爾（Amy Wilkes）女 士， 一 位 來 自 英
國、 由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Church

bian Mission）， 並開始募集經費， 茨維莫
旅行了近四千英里， 拜訪了「俄亥俄州以
西我們宗派幾乎所有的教會」， 坎特尼則
至東部地區拜訪教會。 他們委派的方法非
常獨特， 他們並沒有為自己籌集資金，
「茨維莫請求坎特尼的支持， 而坎特尼則
請求茨維莫的支持。 茨維莫寫道： 「最大
的阻礙， 是牧長們的漠不關心。 」但是也

「買贖」妻子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Anglican

Church）資助的宣教護士。 但是正如他的
福音宣教事工一樣， 他的戀愛和婚姻也並
非是一帆風順。 先不說海外傳道會「對於
他們的年輕女宣教士有男性朋友的極其嚴
格的規定」本身就是一種折磨， 他們的婚
姻面臨著更大的阻礙， 特別是對一個年輕

有一些讓人惱怒的事： 「上個安息日下
午， 我要傳講關於宣教的事， 但他們卻不

而又財力有限的宣教士而言。 為茨維莫寫
傳記的作者如此寫道： 「的確， 海外傳道

允許我掛上圖表， 因為那日是主日！可是

會絕不會輕易地送出他們的獎品。 正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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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陽臺最陰涼的地方的溫度也有華氏
107 度（約攝氏 41 度）。 」個人悲慘的遭
遇也影響了他們的福音事工。 1904 年 7
月， 茨維莫的兩個小女兒， 一個四歲， 一
個七歲， 在八天內先後離世。 儘管經歷了
痛苦艱難， 茨維莫卻在他的服事當中感到
滿足， 而且五十年後他回首這段經歷時說
道： 「那段時間單純的喜樂再次湧上心
頭。 若要我從頭再來， 我也樂意。 」5
至 1905 年為止， 茨維莫的阿拉伯宣教
Source: Zwemer Institute of Muslim Studies

事工已經建立了四個據點， 而且雖然人數
不多， 但歸信後的信徒卻表現出非比尋常
的勇氣， 敢勇於承認新找到的信仰。

四處巡迴並為穆斯林事工募款
1905 年茨維莫回到美國， 他四處巡迴

撒母耳‧ 茨維莫（1867-1952）

並代表穆斯林事工傳遞信息。 他積極地募
集經費， 並未採用任何戴德生之不公開經
濟需要的論點。 接著， 在 1906 年， 他擔任
了第一屆在開羅召開的伊斯蘭福音宣教大

多數差會的慣例一樣， 如果一個新人在其
工作禾場不能停留一定時間的話， 一部分

會的主席。 在美國的時候， 茨維莫接到了
一個緊急邀請， 請求他出任學生志願者運

的旅費便必須要退還給他們。 他們必須遵
照規矩而行， 因此茨維莫以道地的東方做
法買贖了他的妻子。 」4

動的巡迴祕書， 這職位非常適合他。 與此
同時， 他擔任了改革宗海外傳道會（Re-

在困境中仍然堅持
茨維莫夫婦於 1897 年坐船回到美國休
假， 於假期完畢後回到波斯灣在巴林島上
（Bahrain）的穆斯林中間工作。 他們發放
福音讀物， 在人來人往的通衢大道和私人
家庭裡傳揚福音， 但是他們幾乎沒有得到
任何積極的回應。 居住環境使成功的事奉
努力變得更加複雜。 在當時空調設備尚未
發明的年代， 那種炎熱簡直令人無法忍

formed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工場
幹事， 他的時間也被巡迴講道占滿了。 與
他在穆斯林中的工作不同， 這項工作激發
了熱烈的反應， 許多學生回應了前往國外
宣教的呼召。 然而， 茨維莫卻迫切地想要
回到他在阿拉伯半島上的崗位； 1910 年，
他出席了著名的愛丁堡宣教大會（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 返 回 美
國後， 茨維莫再次乘船前往巴林島， 繼續
昔日的工作。
茨維莫的妻子和他們兩個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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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他回到了波斯灣地區， 但並未停留很
久。 兩個較年長的孩子在美國的生活安排

「贏得了與艾亞哈（Al-Azhar）穆斯林大

並不盡人意， 兩個年紀小的孩子在巴林的
教育也成問題。 因此， 他的妻子返回美國

近的機會」。 7 有時他主持的會議有近兩
千名穆斯林在場， 但是真正的對話卻很

照管家庭事務。 這種環境如茨維莫所描述
的， 「使家庭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困境」，

少， 而且敵對的情緒仍然強烈。
有一次由於非法在大學生中間發放福

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如果妻子和孩子
回國， 會有人說這個宣教士不愛他的妻
子， 否則不會讓她這樣離開； 如果孩子被
留在本地， 又有人會認為父母忽略他們的

音單張， 因而被迫離開開羅， 但這個事件
卻促使一名學生轉變了他的信仰。 在他的

孩子。 如果丈夫和妻子在家鄉休假的時間
稍微久一點， 又會有人指責他們忽略在禾

好奇地想明白為什麼一紙小單張卻會引起

」6

場上的工作。
回到禾場上後， 茨維莫發現很難讓自
己重新投入工作。 有許多事需要他來領
導， 策畫會議和講道常常把他調離崗位。
接著在 1912 年， 他接到了一通埃及的聯合
長 老 會 差 會（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電話。 聯合長老會差會是由同樣
位於埃及的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臨時調派的。 電話要求他遷
往開羅並協調面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福音
宣教工作。 向來以向穆斯林分發刊物著名
的尼羅河宣教出版社（Nile Mission Pre-

學那些驕傲而又有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們接

班級前， 一位甚為憤怒的教授把茨維莫的
其中一張單張撕得粉碎。 但有一名學生卻
如此的憤怒， 於是拾起單張的碎片並合起
來， 粘在一起， 隨後歸信了基督教。
在開羅的第一年， 茨維莫得到了一位
新夥伴， 威廉‧ 波頓， 他曾聽過茨維莫的
佈道， 並在〈普林斯頓宣言〉（Princeton
Pledge） 上署名， 成為耶魯大學的年輕學
生志願者。 波頓的謙卑， 和騎腳踏車在開
羅的街道上穿梭， 分發單張的熱情， 讓人
難以相信他是含著金湯匙出生， 是龐大的
波頓家族財產的繼承人。 在他冒險踏上這
片福音禾場之前， 便曾捐款幾十萬美金給
許多處基督教機構， 同時也拒絕給自己買
一輛汽車的念頭， 因他認為這是「不正當
的奢華」。 他一心一意的目標， 就是要傾

ss）， 以及青年會（YMCA）和開羅美國
大學， 也紛紛加入這個邀請行列， 如此一
來
， 使得茨維莫別無選擇
， 只能同意前往。

其一生作宣教士。 他真的這樣做了， 儘管
他的任職很短暫。 在開羅工作了四個月

在開羅服事

後， 便突患脊髓膜炎而去世。
茨維莫以開羅為總部有十七年之久的

在開羅， 茨維莫找到了一個更為開放
的環境， 在這裡， 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知

時間。 他從那裡出發， 足跡踏遍世界各
地， 參加會議、 籌募資金， 並在印度、 中

識分子急切地等待著聽到這位令人欽佩的

國、 印度支那和南亞的穆斯林中間開展事
工。 茨維莫的福音佈道方式結合了傳統和

西方宣教士的演講。 茨維莫每個星期都要
在大學校園裡花費許多時間， 而且根據艾
迪舍活（Sherwood Eddy）的話說， 甚至

比較當代的概念， 且又是學生志願者特有
的「分享」 方式。 他站在一個平等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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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穆斯林交往

邊與他們分享自己的

信仰（相當保守的神學）， 邊學習他們的
信仰， 且總是表現出對他們極大的尊重。
儘管他帶領歸主的人數不多， 在他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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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離開， 並負起新任務， 出掌宗教歷史和
基督教宣教學系的新事工。
茨維莫餘下的一生除了教學外， 還不
斷地演講和寫作。 他擔任《穆斯林世界》

年的服事中， 歸信者可能不到十二人， 但
是他在喚醒基督徒關注向伊斯蘭人民傳福

（Moslem World）的編輯近四十年之久（據

音的需要方面， 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世界同類刊物中， 最具威望的刊物），
還撰寫幾百冊福音單張和近五十本書。

表明需要
1918 年， 茨維莫接到了普林斯頓神學
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邀

賈禮榮〔J. Herbert Kane〕說， 這是在英語
8

茨維莫至臨終前仍然精力充沛， 思路
活躍。 有一次， 一位和他一同旅行的夥

請擔任教職， 雖然這職位對他而言極具吸
引力， 但是他繼續在開羅工作的緊迫性實

伴， 語帶埋怨地說起他某次與茨維莫一起
度過的一個晚上： 「他每次在床上躺不到
半個小時就起來。 然後， 燈就亮了； 茨維

在太重大了， 因此回絕了這項邀請。 1929
年他的工作已經完全扎下根基， 當普林斯

莫會起床， 拿出紙筆寫幾行字， 然後上床
就寢。 當我眼皮又剛發沉的時候， 茨維莫

頓再次邀請聘用的時候， 他終於得以安心

又起床了， 燈又亮了， 又寫幾行。 然後再

信仰的昂貴代價
阿里參加了一個埃塞俄比亞（Ethiopia）的叛亂組織， 曾被捕， 現在還有因逃跑所挨
的子彈疤痕。 他逃到了另一個國家， 在那裡遇見了一些 SIM（Serving in Mission）國際事
工差會的宣教士。 他對英文版的〈耶穌傳〉這部電影十分著迷， 後來找到了其本族語的版
本後， 就開始邀請越來越多的朋友和他一起觀賞。 最後， 他宣布自己成了一名基督徒。
從那時起， 阿里的麻煩就開始了。 他的穆斯林鄰居拿走了他所有的財產並將之燒個精
光。 他們把他從他家趕了出去， 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在一堵泥巴牆的後面用紙箱搭了座棚
子。 最後， 逼迫他的那些人發現他， 在他的脖子上綁了一根繩子， 把他拖到一塊空地上對
他拳打腳踢， 並用木棍打他， 直到他不省人事為止。 他們接著又把一塊大石頭砸在他背
上， 把他丟在路中間。 過路的人把他帶到警察那裡， 可是當警察得知他是從伊斯蘭教改信
基督教的人後， 便拒絕幫助他。 最後， 一些朋友把他抬到了那位宣教士家裡。
穆罕默德， 一位已經相信福音即是真理的穆斯林， 在聽到了阿里的遭遇後， 開始猶豫
起來， 自己還應該成為基督徒而面臨阿里的遭遇嗎？
摘自： Howard Brant, www.s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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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床就寢。 」9
茨維莫的一生命運多舛， 嚐盡了悲劇
和艱辛。 他哀悼了他小女兒們的離世， 親
密同工的離世和兩任妻子的離世（他的第
一任妻子卒於 1937 年， 第二任卒於 1950
年）。 然而， 他仍保持著非常愉快和樂觀
的態度， 而且總是有時間逗樂開玩笑。 有
一次， 他在密西根州大湍流市（Grand Rapids）的一個餐館裡講的笑話實在太「滑
稽搞笑」了， 領班不得不出面制止， 以維
持秩序。 他積極享受了生活中輕鬆的一

章節附註
1. Stephen Neill,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Penguin, 1964), p. 366.
2. 同上。
3. J. Christy Wilson Jr., The Apostle to Islam: A
Biography of Samuel M. Zwemer (Grand Rapids: Baker, 1952), p. 23.
4. 同上， 第 47 頁。
5. 同上， 第 43 頁。
6. 同上， 第 234 頁。
7. 作者未標明出處。
8. 作者未標明出處。
9. 同上， 第 81 頁。

面， 而且從許多角度來說， 他的性格使他
適應了在伊斯蘭世界艱苦的土地上多年的
磨難。

我該如何繼續作見證？
一位年輕、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坐在貝魯特附近， 我的家裡對我說： 「大衛弟兄，
我該如何繼續為我主耶穌作見證呢？我已經贏得了三個朋友歸主， 但是他們每一個都被他
們的家人殺了。 我自己的家人也三次想要殺我， 但是每次主都讓我逃脫了。 」我只能和他
一起掉淚， 鼓勵他跟隨主的引導， 順服祂的話語， 讓聖靈帶領他。
摘自： David King,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www.im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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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果效甚微？
格雷‧ 李文斯頓（Greg Livingstone）
為何在穆斯林中的先鋒（pioneer）
教會繁殖運動， 最近才達到神對教
會要求？
‧ 宣教組織認為， 復興在穆斯林國家的古
老教會裡更為重要： 他們認為， 其帶來
的本國信徒， 會轉而向穆斯林們宣講福
音。 結果是他們不但無法建立新教會，
而且可悲的是， 西方的宣教士低估了一
個事實， 就是數個世紀以來， 當地教會
對穆斯林所懷有的怨憤不可能藉著簡單
的教導或規勸就可以克服。
‧ 殖民地統治者接管這些穆斯林國家生活
的所有方面， 決意要阻止針對穆斯林的
福音宣教工作， 以保證不會激怒其穆斯
林人群。 因此， 教會繁殖者們只好轉而
向這些土地上的中國人、 印度人和部落
民族。
‧ 傳統上， 宣教組織只向提供「宣教士簽
證」（missionary visas）的國家派遣宣
教士。 但穆斯林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提供
這樣的簽證！
然而， 為什麼在穆斯林中間已經做的
事工， 果效卻甚微呢？
‧ 因為聖經教導的是神所有的子民都同屬
於祂的延伸家庭， 非穆斯林的教會使任
何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脫離他們的原
有文化， 也因此束縛了對穆斯林的見證。

‧ 從歷史角度來看， 基督徒曾要求穆斯林
否認他們的文化， 迫使他們透過不參加
穆斯林的聚會和家庭聚會， 使其父母和
家族蒙受羞辱。 穆斯林一直不願意把他
們的效忠對象， 改為似乎陌生而又反對
他們的本族文化和習俗的基督。
‧ 直到近年來， 聖經才被翻譯成穆斯林所
使用的一些語言。 因為： 擁有聖經曾是
非法的； 人們也無法買到翻譯成本族語
言的聖經， 或沒有足夠願意把聖經翻譯
放在首要位置的工人。
‧ 數個世紀以來， 大多數所謂的向穆斯林
們所作的見證， 只不過是針對耶穌的本
質、 三位一體和穆罕默德預言之真實性
的神學辯論。 任何對穆罕默德本人或其
重要性的質疑， 都會徹底消滅穆斯林客
觀的聽取福音的能力。
‧ 在亨利‧ 馬廷（卒於 1812 年）之前， 大
部分說服穆斯林信仰轉變的努力皆是出
於政治目的， 而不是從根本上關心他們
目前的狀況， 或為他們的永恆終點有負
擔。 今天， 穆斯林依然把我們所宣講的
福音當成西方的思想宣傳。
‧ 很少有穆斯林認識會說穆斯林本族語言
的基督徒朋友， 對他既有神之吸引人
、
令人卸下心防的愛
， 又有對朋友真正的
愛
， 及對他的需要和靈魂的關心
。
‧ 一段時間以後， 基督徒搬到當地穆斯林

李文斯頓博士建立了「前線差會」（Frontiers）事工， 一個致力於藉由在穆斯林未得之民中間建立教會， 以榮耀神
的宣教機構。 他任職於世界福音動員會（Operation Mobilization）， 在印度、 中東和歐洲服事了十四年， 後又擔任
阿拉伯世界（Arab World Ministries）宣教機構的主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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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居住， 與穆斯林成為朋友， 甚或
是擁有互相信任的友誼之範例也極少
見。
‧ 另一方面， 古蘭經其實也警告穆斯林不
要與基督徒成為親密的朋友， 否則會因
而偏離伊斯蘭教的正道。
‧ 在試圖幫助穆斯林認識聖經真理的少數
基督徒當中， 大多數人對穆斯林的語言
不夠瞭解， 也不足以教導他們聖經。
‧ 大體上而言， 在穆斯林主導的國家裡，
基督教的敬拜聚會通常不以穆斯林語言
進行， 也不適應當地的文化， 可能甚至

對穆斯林尋道者來說是極其不敬的。
‧ 許多在穆斯林中間的工人是學者、 教
師， 在學術上很有恩賜， 但在傳福音上
卻較沒有恩賜。 在福音宣教方面有恩賜
的僕人， 有些宣教歷史學家認為， 要去
他們可以自由公開傳揚福音的地區， 如
南美洲和菲律賓。
‧ 生活在窮人中間， 對屬靈問題更為開放
的穆斯林， 一直以來令來自富裕國家受
過良好教育的宣教士們覺得難以應付。
‧ 對快速宣教、 醫療輔助和教育方面的側
重， 只剩下寶貴的幾名工人可以進行詳

分享神為你所做的
當我在一個歐洲國家分發新約聖經的時候， 一位名叫卡雷德（Khaled）的年輕人和我
辯論起新約聖經的可靠性和伊斯蘭教的優越性。 我開始解釋神的能力是如何超越人的能
力。 「神把祂的兩個信息都告訴了我們， 一個是引支勒（Injil）， 一個是祂的使者爾薩
（Isa）。 如果沒有神的許可， 有誰能更改祂的話語呢？」
當卡雷德繼續辯論的時候， 我默默地求神給我智慧， 並問卡雷德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喝
杯可樂。 我們享受著飲料的時候， 他說他正在讀第二遍閱古蘭經。 我則描述了自己與耶穌
的經歷： 我曾有多麼痛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但是基督融化了我心中的恨， 給了我一
顆禱告的心， 使我成為一個使人和睦的人。 然後我分享了我是如何接受基督成為我的救
主， 以及祂又如何赦免了我的罪。
「我一直讀古蘭經， 但是我卻未能找到如何除罪的辦法。 」卡雷德承認道。 「那是因
為耶穌是罪的良藥， 」我解釋道：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 是唯一能夠消除罪之
刑罰辦法。 」卡雷德看著我， 然後問： 「我能向你要一本引支勒嗎？」
如果我當時繼續與他辯論而沒有請他喝可樂， 因而把我們的談話轉為更加自然、 更個
人化的見證， 那麼情況會是如何？當你與一位穆斯林分享信仰時， 求主把祂曾經為你所成
就的事放在你的心中： 一個蒙應允的禱告， 一段安慰人心的經文， 或是在失意之時慈愛的
指引。 把這個作為你的見證吧！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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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 需要大量時間的門徒培訓。
‧ 很少有支搭帳篷者能夠一邊完成全職工
作、 學好當地語言、 照顧家庭， 一邊又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把穆斯林培育成信仰
堅定的門徒。
‧ 來自穆斯林文化的威脅感， 以及對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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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化徹底的恐懼感， 仍然使大多數宣
教士不願生活在穆斯林中間。

第九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歷史上的宣教經驗
萊利‧ 范德維爾福（Lyle VanderWerff）
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關係的歷史，
為矢志要完成大使命的人們提供了
可以汲取豐富經驗的實驗室。 教會可以仔
細研究自西元 622 年起歷世歷代的紀錄。
教會過去何時在伊斯蘭教徒中間， 有大有
果效的見證； 何時大奉基督的名， 使男
人、 女人與神重新和好的工作上失敗了？
這是一個既有消極的一面， 也有積極的一

（Ghassanids）和 波 斯 部 落 的 拉 克 米 德
（Lakhmids）， 但是這些團體並不是通往
福音的橋樑， 反倒更像是障礙製造者。 同
樣， 也沒有證據證明巴林島、 葉門和埃塞
俄比亞的教會曾向阿拉伯人傳福音。 儘管
眾所周知， 一些穆罕默德早期的門徒在逃
亡至埃塞俄比亞後接受了基督教， 然而阿
拉伯的中心地區只接受到那個信仰異端的

面之喜憂參半的紀錄。 在這個簡短的學習
中， 我們會側重學習這些經驗中的幾項。

偏激表述
， 而穆罕默德則繼續他的尋道之路
。
由於伊斯蘭教在其第一個世紀裡的迅

伊斯蘭教的形成時期

速傳播（622-722 年）， 穆斯林大膽地從
各種文化中借鑒， 把許多內容納進伊斯蘭

促成伊斯蘭教崛起的原因之一， 是教
會對「阿拉伯的忽視」（撒母耳‧ 茨維莫
和詹姆士‧ 坎特尼的時代， 美國改革宗教

地區（伊斯蘭之家） 的習俗中。 伊斯蘭教
繼續從其他國家和地區， 包括敘利亞、 埃
及、 北非、 西班牙、 東土耳其、 亞美尼亞、

會發表的一篇文章之題目）， 阿拉伯的沙
漠和城市， 被沒有意識到穆罕默德的先人

美索不達米亞、 波斯、 印度北部， 與其他
亞洲聯繫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中汲取內容。

和同輩之靈魂饑渴的教會一掠而過。 有一
些基督教團體如阿拉伯部落的伽珊尼德

權利掮客， 他們堅持不投降即處死的政

雖然穆斯林哈里發和軍隊將軍們都是

范德維爾福博士曾在科威特服事。 目前任職於美國愛荷華州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College）， 擔任宗教學教授
和國際學生部主任。
改編自 Lyle VanderWerff, “Mission Lessons from History: A Laboratory of Missiological Insights Gained from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p. 75-79. www.ijfm.org.。 蒙允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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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很快就束縛住了順民（目標人群和受
保護的人們）。 根據烏瑪爾盟約（Coven-

眾的注意力。 穆斯林阿拉伯統治者不鼓勵
與被佔領地的居民親善， 且把軍隊駐紮在

ant of Umar）， 順民必須每年繳納賦稅。
這些從屬的條款嚴重制約了基督教的影

附近的要塞城鎮裡。
不過也有一些亮點。 基督徒和穆斯林

響。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 如此之多的知
識、 宗教討論和技術， 都被融入了伊斯蘭
教地區的文化之中。

之 間 積 極 的 溝 通， 在 約 翰 一 世（John

彼此的誤解

I）、 安 條 克 牧 首（Patriarch of Antioch）、 聶斯脫里依首亞布三世牧首（Nestorian Patriarch Isho Yahb III）、 管轄科普
特（Coptic）主教們之奈橋（Nikiu）的主

從伊斯蘭教興起之時， 穆斯林和基督
徒之間的誤解就已經形成。 起初， 穆罕默
德發現所有堅持一神論的人都和宗教狂熱

教約翰（John）教區長的紀錄中都有記

分子一樣， 但他和猶太人在麥地那的爭論
所引發的仇恨， 影響了與外界的接觸。 由

對於統治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沙漠阿拉伯
部落學會了如何管理豐富的文化遺產， 和

於他自認為也在亞伯拉罕和摩西的後裔之

一個混雜的帝國。 定都於大馬士革的倭馬
亞（Umayyads）王朝挪用了許多拜占庭王

列， 因此向麥地那的猶太人提出了直接的
控訴。 當猶太人斷然回絕他時， 敵意增加
了， 他以驅逐他們或殺死他們的男性領袖
作 為 回 報（巴 努 ‧ 古 萊 札〔Banu

載。 由於對擴張王朝統治的需要， 哈里發
經常尋求基督徒的幫助。 敘利亞的基督徒

國的政策和做法。 基督教不斷地貢獻， 幫
助穆斯林完成了一個更美好社會的夢想。

Qurayza〕就是其中的一個部落）。 他指責
猶太人敗壞了聖經， 尤其是在不同於他所

商貿和信函的往來， 為雙方都帶來了
益處。 皇帝里奧三世（Leo III）寫信澄清
了一些關於穆斯林對基督教信仰的誤解。

得到的啟示之處。 雖然穆罕默德對猶太人
的態度已經惡化， 但是他懇求人民以一種

他敦促穆斯林閱讀整本聖經， 並答覆了對
於聖經之敗壞的指控。 他不但解釋了基督

更為和解的姿態來對待基督徒和其他「聖

的本性和事工， 及審判與復活、 死後的世
界， 還解釋了聖靈的工作。 里奧的信對烏

書 的子 民」（Peoples of the Book）。 早
先， 他曾敦促他的跟隨者把基督徒當成朋
友（古蘭經五 82）。
起初， 穆罕默德試圖保護基督教領袖
們及其敬拜的場所。 但是， 隨著伊斯蘭教
勢力的政治擴張， 這些自由也被削奪了。
前四位哈里發領導之下的軍事侵略， 進一

瑪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作為一個改革
者， 烏 瑪 爾 也 與 葛 列 格 里 教 宗（Pope
Gregory）和 大 馬 士 革 的 約 翰（John of
Damascus）進行了對話。 在烏瑪爾和葛列
格里兩人之間， 人們不難看出由衷心真摯

步破壞了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 宗
教被用來認可這種擴張， 而且戰爭總是有

的對話所帶來的益處。 不幸的是， 有些穆
斯林對基督徒們所居的高位心懷嫉妒， 迫
使烏瑪爾監禁了那些不同政治意見的人。

辦法混淆最根本的企圖。 神學討論的記載
很有限。 政治、 經濟和軍事議題轉移了公

財產、 地位和壓力， 誘使許多人改信伊斯
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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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馬亞（Ummayad）時期
大馬士革的約翰（665-750）表現出
了在伊斯蘭教徒中間作有果效之見證所需
要的一些特質。 這位基督徒身居高位， 是
哈里發的私人顧問。 他的作品顯示出其對
古蘭經和伊斯蘭教信仰的瞭解， 以及受亞
里斯多德影響的對話風格。 在他針對異端
問題的書裡， 他將伊斯蘭教歸入猶太基督
教的衍生信仰。 可惜的是， 他從同情的學
術角度轉到了言辭攻擊。 很難分清楚對話
何時開始轉變為爭論。 在他辯論的作品
中， 他描述了一個基督徒應該用以回答穆
斯林問題的技巧。 如此的爭論可能嚴重削
弱了對福音審慎的尋求。 這種反應的方式
影響了數世紀以來， 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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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 這需要極大的耐性， 才能超越基
督徒和穆斯林從希臘哲學家那裡借鑒來的
辯論模式。 要使基督教護教學採取更像對
話式的語氣， 可能需要另一個千年或是更
長的時間。

阿拔斯（Abbasid）時期
許多基督教領袖繼續擔任醫生、 財務
大臣、 政治顧問等職。 穆斯林依次地解決
了在雅各比派（Jacobites）、 馬里奧奈派
（Marionites）和 聶 斯 托 留 派（Nestorians）之間的糾紛。 基督徒教授在亞歷山
大、 巴格達、 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大學
裡任教。 人們對物理學、 天文學、 哲學和
文學知識非常渴求。 古典文學從希臘文和
拉 丁 文 被 艾 德 薩（Edessa）的 希 歐 多 爾

友善敬虔
葉妮（Yenni）在蘇門答臘的一個小鎮長大， 她認識的基督徒都是中國人。 身為年輕
人， 她注意到這些基督徒們與她所認識的其他人不一樣： 他們不抽煙、 不喝酒也不吸毒。
葉妮自己便曾參與過這些活動。 特別讓她驚訝的是， 這些基督徒對待他人的慈愛方式。 不
過， 她從來也不曾想過要瞭解這些基督徒的神， 因葉妮的族人都是穆斯林。
當來自印尼的三位基督徒需要找地方住下的時候， 葉妮的家人把自己家裡的幾間房間
租給了他們。 這些外來者一直待了兩個月。 葉妮發現他們有些與眾不同， 這不同之處非常
吸引人。 「他們都非常誠懇， 非常友善。 」她形容道。 雖然他們三個人都來自不同的種
族， 但他們彼此非常照顧， 對待他人也滿有愛心。 他們沒有人抽煙、 喝酒、 吸毒， 而這些
激勵了葉妮審視自己的生活。
這些人離開小鎮之前邀請葉妮和他們一起禱告， 接受耶穌成為她的救主。 儘管她並未
全然明白她禱告了些什麼， 但是神卻讓葉妮深信耶穌基督就是真理。 「現在， 我也是爾薩麥爾薩， 耶穌彌賽亞的跟隨者了。 」
摘自： 一位蘇門答臘信徒與「迦勒計劃」研究團隊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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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作為順民， 是受到保護
的； 然而卻仍處於「米勒特制度」
（Millet System）1 之下， 他們掙
扎 著 轉 向 科 學 和 技 術（正 如 在
1966 至 1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
基督徒們在中國所做的）。 令人驚
訝的是， 許多基督徒並沒有為了逃
避人頭稅和政治壓力而成為穆斯

© "Hospital":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林。 反之， 有成百萬的基督徒面臨
著即使殉道， 依然堅守自己的立
場。
聶斯托留派教區長提摩太
（Timothy）， 在他大量的個人信
件中（西元 780-823 年）， 揭示出
對福音宣教不計代價的獻身精神。
他曾在西元 781 年在阿拔斯哈里發
穆斯林世界的許多醫院都是由基督徒創辦的

馬赫迪（al-Mahdi）的朝廷上， 用
兩天的時間表述了東正教的信仰。
哈里發讚許了提摩太意義深長的神

（Theodore， 卒於 785 年）等學者翻譯成
阿拉伯文和敘利亞文。 當時是個神學蓬勃

學， 但對他無法接受穆罕默德的先知身分
感到遺憾。 他們在對神的合一性和三位一

發展的時期。
在阿拔斯統治時期， 從西元 750 年至

體性的討論中， 也有意見分歧。 對提摩太
來說， 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缺乏對神蹟的確

1258 年，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受到了理性主
義的影響， 遭受了「動脈硬化」的折磨，
而變得有些迂腐。 阿夏利（Al-Ashari， 卒

認， 而這對聶斯托留派來說是很重要的認
可標記。 其他的基督徒如肯迪（Al-Kin-

於 935 年）的經院神學代表了制度化的宗

di， 西元 830 年）在他們的對話中就沒有
這麼仁慈了， 而且與分享神的恩典比起

教。 安薩里（Al-Ghazali， 卒於 1111 年）
試圖透過從蘇菲派禁欲神祕主義， 以恢復

來， 他們似乎更關心不利於穆罕默德的得
分點。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替代了福音。 惟

從經驗出發的信心， 而蘇菲派禁欲神祕主
義又是從基督教的源泉汲取了許多東西，

有在保留聖經基礎的討論中， 基督徒與穆
斯林之間的對話才會更有果效。 神的話

但仍然缺少了很多東西。 伊斯蘭教和西
方， 卻彼此隔絕開來。

語， 為兩者提供了一個可以一起經歷真理
的幽靜之處。

公開地討論神透過基督的救贖所實現

此處有一個教訓是我們不可忘記的。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者都宣稱是基於神的

的統治， 可能還要另一個千年才能實現。

第九課 歷史上的宣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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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伊斯蘭教承認聖經的權威性， 即使
有時候指責聖經已被敗壞了。 別無選擇

在北非和西班牙贏得許多穆斯林歸主的佩

的， 穆斯林矢志相信一個事實， 就是真主
啟示他自己， 並且保護他所啟示之事。

卒於 1275 年）； 其知名著作《神學大全》

我們從舊約開始談起， 會很順利。 基
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對話必須要奠定在神
已經成就之事的基礎上。 最好是從基本的
聖經真理開始： 創造、 墮落、 救贖、 聖約
和國度。 問一問亞伯拉罕信仰的基本問

尼福特的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e，
（Summa Theologica）非常關注向其他宗
教人士作見證的問題之托馬斯‧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卒於 1272 年）； 還
有， 總是極力尋求以沒有任何偏見的眼光
來看待他人的羅吉爾‧ 培根（Roger Bacon， 卒於 1292 年）。 十三世紀後半葉， 真

題： 在神的眼中， 亞伯拉罕如何得以稱義
（創世記十五 6）？

可以稱作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中世紀時期最受人矚目的人物之一，

穆斯林和我們的猶太教鄰居們， 需要
認真地審視這些基礎問題。 我們分享的共

是 雷 蒙 德 ‧ 魯 爾（Raymond Lull，
1232-1315）。 深信他說服大眾， 暴力只是

同基礎多得讓人驚訝。 由於有穆斯林背景
的人們大量湧入， 現在在歐洲和美國的基

徒勞（即十字軍）， 並且在大約三十歲的
時候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他在神面前

督徒處在同樣的環境下。 他們有許多新的
機會可以進行對話， 以履行基督要我們作

立下誓約， 要以基督的靈服事穆斯林世
界。 他五十餘年來， 一直全心投入在有果

見證的呼召， 並收割跨文化大豐收的極美
好祝福。

效的見證所必需的三件事上。
首先， 魯爾尋求對穆斯林人民的語言

早期改革宗宣教模式

之準確詳盡的瞭解。 九年臥薪嚐膽般的阿
拉伯語學習後， 他終於在他的家鄉馬洛卡

起初， 歐洲因出於恐懼而回應了伊斯
蘭教。 穆斯林的擴張威脅到了歐洲的存

島（Majorca）建立了一所大學， 培訓方濟
會的修士或修女們。 他於「維也納會議」

在。 所以西方文學中隨處可見對其尖刻諷
刺也不足為怪。 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總體

（Council of Vienna， 1312）中， 敦 促 教
宗又設立了五所大學， 專攻語言、 地理和

上， 在中世紀歐洲被冠以惡名。
值得慶幸的是， 越來越多的正確訊息

文化。 這些學府當時建立在羅馬、 博洛尼
亞（Bologna）、 巴黎、 牛津和薩拉曼卡

開始再現， 並且也有越來越多積極的基督
徒 見 證 典 範 開 始 湧 現， 如 克 魯 尼

（Salamanca）。 他親自在巴黎教授聖經和
宣教研究， 曾多次向教宗和國王請求憑著

（Cluny）修 道 院 院 長「可 敬 的 彼 德」

愛心向穆斯林傳福音。
其次， 魯爾的文學作品多達幾百部。

（Peter the Venerable， 1092-1156）； 《教
義四書》（The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的作者彼得倫巴（Peter the Lombard， 卒
於 1164 年）； 方濟會的創建者亞西西的聖
方濟（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 曾

他的自傳體靈修作品《愛與被愛之書》
（Book of the Lover and the Beloved）於當
時盛行一時， 他的《神的一百個名字》
（One Hundred Names of God）也同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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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傳。 透過在北非的突尼斯（Tunis）向穆
斯林作見證， 他證實了「基督的律法」顯

惡世界的全球異象， 後來形成了現代宣教
運動的推動力。

出既感性又理性的信仰。
第三， 魯爾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 在

宣教方法的亮點

突尼斯， 他還是會為基督作見證， 並把歸
主的人聚集在一起， 儘管他知道這樣做是
完全被禁止的， 其代價甚至是痛苦的死
亡。 他尋求公開的論壇， 一種宗教議會。
他與領袖們討論了伊斯蘭教的弱點： 特別
是在伊斯蘭教中， 真主的概念裡之愛的缺
乏， 真主的形象裡之和諧的缺乏。 魯爾在
八十多歲的時候殉道（1315 年 6 月 30

從 1800 年至今， 基督徒在印度的見證
（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已經提供了
許多與穆斯林進行有效溝通的深刻見解。
威廉‧ 克理（William Carey）、 亨利‧ 馬
廷（Henry Martyn）， 和福音派牧師湯瑪
斯‧ 瓦裴‧ 法蘭屈（Thomas Valpy French）、 羅伯特‧ 克拉克（Robert Clark）等
人學會了如何面對伊斯蘭教而避免因爭議

日）， 以其楷模式的一生而聞名。 他的一
生， 可說是由這樣的座右銘所塑造： 「無
法愛的靈魂， 也無法生活。 」

性的方法所帶來的尖銳衝突。 亞歷山大‧
道 夫（Alexander Duff）、 法 奎 爾（J. N.
Farquhar）和霍格（A. G. Hogg）與其他人

鑒於篇幅的限制， 我就不對羅馬天主
教和對穆斯林持有一個更健康之態度的前

一起， 領略到教育可以成為預備福音之
路， 以及裝備當地未來領袖的媒介。 醫療

改革者進行一番徹底論述， 我也無法對薩
拉森人（Saracens）作更豐富的介紹， 講

宣教事工和其他的社會服務在印度彰顯了

述對他們的熱情。 每當新教徒們得知改革
者 們 如 馬 丁‧ 路 德（Martin Luther，

神在基督裡的愛的真諦， 並為給全國教會
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境遇。
福音宣教事工在近東引起了一系列複

1483-1546）和約翰‧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 在形成清楚的宣教概念的過

雜的關注。 聖公會和改革宗教會很快便意
識到， 如果基督教要恢復其更大的使命，

程中總是進程緩慢的時候， 他們經常感到
憂慮。 然而路德卻為對會眾的更新和牧師

東正教會長期承受米勒特制度的痛苦而衰

的供應早已十分忙碌。 他有著「差遣」的
心， 但卻沒有足夠的資源。 他還曾爭論過
教宗應該派遣福音宣教士而不是軍隊去土

弱的勢力需要復興。 長老會、 英國聖公會
差會（CMS）和其他組織聯合起來鼓勵這
些東方的信徒們， 也因而聯合了有限的穆
斯林宣教工作。 由茨維莫和坎特尼創辦的
阿拉伯宣教事工的先鋒宣教工作從美索不

耳其。
學術上， 約翰‧ 加爾文深信只有改革
宗教會才能把福音帶給萬邦。 他與三百名

達米亞山谷， 一直延伸到科威特、 巴林和
阿曼（Oman）。

居住在巴西， 向當地的印度人傳福音的瑞
士和法國的加爾文主義信徒互通信函。 但

二十世紀的高點， 是被派往埃及之英
國聖公會差會的宣教士坦普爾‧ 蓋爾德

不幸的是， 這些書信已經無從查考。 然
而， 加爾文的只有一位至高上帝和一個罪

納， 和美國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士茨維莫。
茨維莫永不感疲憊地努力， 在建立從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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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人權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於 1976 年 3 月成為國際法， 由一百五十一個國家簽署認可（見第第八章的〈為什
麼要與萬民， 包括穆斯林信徒， 分享關於耶穌的好消息？〉）。 〈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即 1948 年〈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的一部分， 在第十八條同樣強烈支持宗教自由：
人人有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 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 以及單獨或集體、 公開或祕密地以教義、 實踐、 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
除了這些對宗教自由的國際承諾之外， 伊斯蘭教委員會（Islamic Council， 倫敦）也
發表了〈世界伊斯蘭人權宣言〉（Universal Islamic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它規
定：
第 12 章

信仰、 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a. 人人在法律規定的限制範圍內， 享有表達其思想和信仰的權利。 然而， 無
人有權散布謊言或發行可能傷害公共莊嚴的報告， 或肆意譭謗、 影射、 誹謗
他人。
b. 追求知識、 尋求真理不僅是每個穆斯林的權利， 更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
c. 每個穆斯林有權利和義務保護並反抗（在法律規定限制範圍內）壓迫， 即
使是牽扯到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d. 不可禁止傳播對社會安全或國家安全不會造成危險、 在法律限定範圍內的
資訊。
e. 無人可以侮辱或嘲弄他人的宗教信仰， 或煽動公眾對他們的敵意； 尊重他
人的宗教感受是所有穆斯林應盡的責任。
第 13 章

宗教自由的權利

人人有權享有與其宗教信仰一致的良心和敬拜的自由。
摘自： www.ispi-usa.org, www.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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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埃及、 到歐洲、 到普林斯頓的合一網絡
之前， 已在阿拉伯海灣的工作和教會奠定

著， 這些東方教會是否能在不先經歷復興
的情況下作見證。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 即

了 基 礎。 茨 維 莫 的 改 革 主 題「宣 告」

使經歷了痛苦的考驗， 他們身為受逼迫的
少數族群， 仍然勇於為基督作見證。 自從

（proclamation）， 影響了自 1938 年馬德
拉斯國際宣教委員會大會（Madras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conference）之

那時起， 東方的基督徒們就已經贏得了新
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弟兄們的注意。

後的整個一代宣教士。 蓋爾德納對當地教
會的文化和嚴峻的需要非常敏銳。
身為受人敬重的伊斯蘭教學者和對福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 本土的福音派
教會出現了。 他們代表了現代宣教運動的
成果， 主要是改革宗長老會和聖公會福音

音的委身， 他極力提倡這一在卡內斯‧ 克
萊格的卓越領導下， 已然成熟的方法

工人們的成果。 這些在埃及、 巴勒斯坦、
以色列、 黎巴嫩、 敘利亞、 伊拉克、 科威

「基督徒置身於伊斯蘭教當中」。 在茨維
莫和蓋爾德納身上， 我們可以發現至今仍

特和波斯灣諸國的福音工人們， 在為當地
人和數以千計的海外工人及專業人士們所

然幫助在伊斯蘭教當中福音宣教合一之基

提供的家園教會方面， 著實功不可沒。 比
如 說， 在 科 威 特 的 前 阿 拉 伯 差 會 事 工

督僕人們的平衡。

尊重古老的東正教會和
當地福音派教會
仔細閱讀歷史， 我們會更加感激在穆
斯林土地上的東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
那些經歷了伊斯蘭教超過十四個世紀的嚴

（Arabian Mission， 始於 1914 年）成長為
全 國 福 音 教 會（National Evangelical
Church）。 在那裡， 作為東道主之生機蓬
勃的阿拉伯教會， 服務著其他民族的教
會， 包括一個代表來自全球人民的英語國
際教會（成立於 1962 年）。

酷統治， 仍然持著充滿生機之信心和愛心
的人， 真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敘利亞

每個星期， 無論白天還是夜晚， 許多
小組聚集在一起研讀神的話語、 祈禱、 學

人、 亞美尼亞人、 亞述人、 希臘人、 涅斯
托 里 人（Nestorian）、 科 普 特 人（Cop-

作好管家並彼此團契。 這是一個真正合一
的基督教會， 聖潔、 包容一切的使徒信心

tic）和其他的東正教會， 是如何保守他們
的信仰呢？在伊斯蘭教的勢力下， 他們仍

之家。 這是傳福音與普世合一的教會。 除
了改革宗教會之外， 還有數以千計的羅馬

然保持著上百萬人在基督名下的肢體生

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教會。 在伊斯蘭教的陰
影之下， 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是被聖靈聯繫

活。 在著手進行新地點的創造性先鋒努力
之前， 我們有責任從這些「活聖徒」那裡
儘可能地學習， 並在福音裡與他們形成夥
伴關係。
當第一批改革宗與聖公會教會的新教
宣教士們在十九世紀抵達中東時， 他們為
這些東方教會的狀況感到震驚。 他們議論

在一起， 為要敬拜與作見證。
如果沒有這些本地肢體的彼此合作，
那些巡迴傳道者或先鋒見證者們的事工便
不可能有果效。 令人瞠目的是， 一位旅行
的新教傳道者訪問了一處位於科威特或巴
林的孤立的家庭聚會後， 就彙報說，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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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土地上只有「一打」基督徒， 而忽略了
在那裡還有成千上萬， 勇敢地活出信仰的

會獲勝， 但將是經過革新的信仰。 基督徒
和穆斯林及猶太教徒們， 都會在歷史的檢

人。 我們一定不能低估當今神作為的深度
和廣度。 同樣， 在我們與穆斯林進行有關

驗中謙卑下來。 基督徒們將繼續成為宗教
自由的擁護者， 為萬族和萬民提供回應神

神的選民之群體形式的談話中， 必須為超
越目前教會形態、 在基督裡之神的國度作

的主動和造訪的空間。
直到教會能夠真實地活出神國度的樣

見證。

式， 教會才能夠在基督裡成為萬民與永活
真神之間和好的橋樑。 直到穆斯林和猶太

宗教自由的問題
穆斯林還未經歷過教會在宗教改革過
程中所經歷的大變動， 即逐漸擺脫各種政
治的「原則和權利」， 並不得不學會在一
個多元化的世界裡， 以作為信心的團體而
生存。 因為伊斯蘭教長久以來把自身看作
極權主義制度， 因每當它失去控制時， 都
會感到挫敗。
及至現在， 穆斯林國家在聯合國公約
中的宗教自由的問題上， 仍然是掙扎不
已， 儘管最近有多起原教旨主義反應， 不
斷增加的現代浪潮既不會放過穆斯林也不
會放過基督徒。 宣教人士常以懷疑的眼光
看待分化、 多元化和現代化， 但是它們也
可以作為輔助工具。 瓦解傳統和膚淺宗教
的力量， 也同樣可以為與永活真神的新鮮
邂逅預備道路。 宗教， 而不是世俗主義，

人及其他人貼近神在基督裡的統治， 他們
才能夠被吸引到彌賽亞的團體之中。 如果
教會既是將要到來的國度的接受者又是媒
介， 則轉變是對此的呼喚。
進深閱讀
Ergun Mehmet Caner and Emir Fethi Caner,
Christian Jihad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2004). www.kregel.com
章節附註
1. 米勒特（Millet）， 一個獨立的非穆斯林宗
教團體； 一個特定宗教的團體， 在穆斯林控
制之下， 有權使用其自己語言； 發展自己的
宗教、 文化和教育機構； 徵收並向穆斯林政
府繳納賦稅； 維持審判自身成員的法院。 每
個米勒特都有一個領袖， 負責向穆斯林政府
納稅並監督其團體內成員的好行為和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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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監察名單
「敞開之門」（Open Doors）宣教機構
排 在 環 球 監 察 名 單（The World
Watch List， 簡稱 WWL）前五十名
的國家者， 是根據宗教自由各方面的考
量， 比較基督徒的法律身分與他們所面臨
的實際情況之間的差別而排出的， 主要是
關切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 和可能阻礙一
個國家宗教自由的事實因素上。 在前十五
個國家裡， 有十一個是以穆斯林為主的國
家（用黑體字表示）。

排名前十五名的國家
1. 北韓
2. 沙烏地阿拉伯
3. 寮國
4. 越南
5. 伊朗
6. 土庫曼
7. 馬爾地夫

其他國家
其餘的卅五個國家裡， 有廿五個是以
穆斯林為主的國家： 烏茲別克斯坦、 埃
及
、 阿塞拜疆
、 利比亞
、 摩洛哥
、 卡塔爾、
突尼西亞、 土庫曼斯坦、 文萊、 巴勒斯
坦、 葛摩、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 尼
日、 塔吉克斯坦、 吉布提、 印尼、 阿爾及
利亞、 茅利塔尼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曼、 科威特、 約旦、 巴林和馬來西亞。

前十名內的國家
在嚴格的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王國，
幾乎沒有任何的宗教自由。 基督徒們和其
他非穆斯林不允許聚會， 進行公開敬拜。
在 2003 年， 幾個外國基督徒被捕， 有些隨
後因為與基督教活動的聯繫， 如參與家庭
教會， 而被驅逐出境。 不允許基督徒持有
處於穆斯林之上的職權地位， 所以這些人

9. 緬甸

的其中一位成為其服務單位的經理， 可能
是導致其被監禁的原因之一。 然而， 被捕

10. 中國

的基督徒囚犯總數低於 2002 年。

8. 不丹

11. 索馬利亞

2003 年，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12. 巴勒斯坦

Republic of Iran）政 府 繼 續 限 制 宗 教 自

13. 阿富汗

由。 在這個國家裡少數的宗教團體常常因
著他們的信仰而遭到騷擾、 恐嚇和歧視。

14. 科摩羅（Comoros）
15. 蘇丹

在最新的環球監察名單裡， 伊朗從第十位
躍居第五位， 顯示出其逼迫程度的明顯增

由安德烈弟兄（Brother Andrew）創立， （《聖經特攻隊： 天差安得烈／ God’s Smuggler》作者）， 「敞開之門」
為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的信仰， 在限制和逼迫之下的生活或面對限制和逼迫之際給與鼓勵與裝備。
改編自 World Watch List (Open Doors, January 2004)， 蒙允使用。 www.opendoo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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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在去年， 基督徒因宗教信仰被捕和未
經審訊便被拘禁的人數大幅增加。 許多有

教」行為的法律， 三百餘名基督教福音工
人目前因為信仰的緣故而被囚禁。 五旬節

伊斯蘭教背景的基督徒都因為他們的新信

派教會的信徒成了這項法律的主要犧牲

仰而遭受過身體上的傷害。
在 土 庫 曼（Turkmenistan）這 個 國

品。 幾個人遭到毆打， 而且有六十多名青
少年基督徒被鎖入金屬製的海運貨櫃裡，

家， 宗教自由受到極端的限制。 2002 年底
試圖刺殺總統尼亞佐夫（Niyazov）的事

並被逼聲明棄絕信仰以換取自由。 於此同
時， 厄立特里亞政府繼續否認這個國家存

件， 以及確保政府控制的加強， 所帶來的
後果之一就是局勢對基督徒們更加緊張

在著宗教逼迫的問題。
去年在孟加拉， 一位基督教福音宣教

了。 在 2003 年期間， 信徒們因為信仰而遭
到騷擾、 威脅、 罰款和監禁。 土庫曼透過

士在播放了一部基督教影片後被謀殺， 這
一事件進一步證實了反對基督徒的暴力正

採用一項新的宗教法， 增加了對信徒們的
壓力。 新宗教法規定， 所有未註冊的宗教

不斷增加。 自從 2001 年 10 月， 一位伊斯
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t）政

活動都是違法行為。 這是對其已簽署的國
際人權公約（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府的當選之後， 伊斯蘭民族主義情緒便明
顯地急劇上升。

之一項明顯違反行為。 少數其他宗教的成
員現在極易受到犯罪指控， 而且違反這項

情況有所改善的穆斯林國家

法律的處罰， 至多可達到一年期的「勞動
改造」。

在巴基斯坦， 2003 年大規模攻擊教會
或基督徒， 致使基督徒受傷或被殺害的事

在馬爾地夫群島， 限制宗教自由的情
況沒有任何改變。 伊斯蘭教是官方的國

件比 2002 年有所減少。 但這並不意味著基

教， 宗教自由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政府要
求所有公民都是穆斯林， 並且禁止在任何
公共場合下進行任何其他的宗教行為。 允
許非穆斯林的外國人在私人場合進行宗教

督徒的處境已隨之有所好轉， 因為隨著伊
斯蘭情緒的上升， 特別是自從美國在伊拉
克所領導的戰爭以後， 情況仍然十分壓
抑。 可能是由於一位神父被謀殺， 政府決
定要將一所前教會學校的所有權歸還給該

活動， 但不可以邀請本國公民參加。 在這
個國家裡不允許有教堂， 而且禁止從境外

位神父所屬的天主教堂區； 對三名基督徒
褻瀆聖物的指控也被撤銷； 但仍然有另外

帶入非穆斯林的宗教材料， 但非本國公民
私人使用的除外。 僅有的幾個當地基督徒

兩名基督徒被指控焚燒古蘭經， 被判處無
期徒刑； 還有一人因被指控褻瀆聖物， 也

在祕密和極度孤立之中， 維持著自己的信
仰； 若被發現
， 他們可能會失去公民地位
。

被判刑。
與前幾年相比， 反對基督徒的主要襲

情勢已然惡化的穆斯林國家

擊和屠殺事件的減少， 使尼日利亞的情況
也有些許改善。 但是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

在厄立特里亞（Eritrea）， 由於厄立
特里亞政府廣泛地實行一項禁止「新宗

的緊張氣氛， 特別是在北部的伊斯蘭教法
（Shari’a）各州， 並沒有減輕。 有幾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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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學校遭到了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的襲

政府對基督徒們的壓制在伊拉克和其北部

擊， 這些極端主義分子要求女學生佩戴穆
斯林的蒙頭巾。 數以百計的學生和教師在

庫爾德斯坦（Kurdistan）地區已然消失。
然而， 從根本上而言， 壓力仍然存在。 少
數宗教派別是這個國家戰後無法律、 無平

這些襲擊中受傷。 在卡諾州（Kano state）， 所有州政府所管理的學校裡的女學
生們， 現在都必須佩戴頭巾。 本來只應該
影響穆斯林的對伊斯蘭教法的強制， 現在
正踐踏著非穆斯林的權益， 基督徒在好幾
個州被伊斯蘭教法法庭判為有罪。 雖然在
過去一年中， 總體情況有所改觀， 但基督
徒們仍然因為他們的信仰而被殺害， 教會
仍然遭受襲擊和破壞。
隨著 2003 年薩達姆‧ 侯賽因（Sad-

安狀態的主要受害者。 一名庫爾德信徒因
拒絕改信伊斯蘭教而被殺害。 整體上的不
安全， 為罪行提供了理想的環境， 比如殺
人、 強姦和財產沒收， 都免於受罰。 基督
徒們面臨著伊斯蘭教成員的公然歧視。 兩
個人因為其商店裡出售過酒類飲料而被謀
殺； 在侯賽因統治時期， 這類的工作允許
基督徒參與， 但禁止穆斯林參與。

dam Hussein’s， 又譯海珊）的統治垮臺，

基督徒對穆斯林應持態度的聲明
國際宣教促進會（Accelerating International Mission Strategies）
目前統計資料顯示， 西方對在穆斯
林當中之基督教事工的捐助， 還不
到西方宣教資源總量的百分之二。 這種不
平均的分配， 是由對穆斯林世界總體上的
錯誤觀念造成的。 由於 1990 至 1991 年波
斯灣戰爭、 人質危機和恐怖主義襲擊事
件， 這些錯誤的觀念在西方國家尤為嚴
重。 國際媒體和宗教團體內部的普遍形
象， 可以塑造成暗示穆斯林是敵人、 無法
接受耶穌基督之福音的結論。
我們按聖經的命令愛所有的人， 包括
穆斯林。 身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我們有

責任順服在馬太福音廿八章 18 至 20 節的
大使命， 毫無例外、 毫無條件、 有效地把
基督的福音傳給萬民。
不管我們為世界宣教作多少努力， 我
們並沒有成功地為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
穆斯林世界的事工， 提供足夠的資源。 往
後， 我們將竭盡全力保證對穆斯林世界的
態度， 能夠彰顯出耶穌基督在各各他的十
字架上， 為所有人類所表達出的同樣的
愛。
我們

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相信我
們的首要責任是與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享耶

由國際宣教促進會（簡稱 AIMS）和以伊斯蘭世界為目標的國際宣教促進會成員組織共同草擬。 www.aims.org.
改編自 International Mission Strategies, “Declaration 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s Musl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3, no. 3 (July-September 1996), p. 117. www.ijfm.org. 蒙 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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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好消息， 我們承認：
1. 我們未能瞭解穆斯林許多情感問題的重
要性， 特別是關於以色列這個國家。
2. 我們縱容我們錯誤的觀點和瞭解的缺
乏， 導致對穆斯林錯誤的態度和愛的缺
乏， 以致沒有設法幫助他們減輕痛苦。
3. 我們為相信並保持對穆斯林的誤解、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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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接的啟示， 在穆斯林人民中間做工。
我們為對穆斯林持有的漠然和敵對的
態度而懊悔。 悔改是帶來轉變心意的決
定， 而這個心意的轉變反過來， 會帶來目
的和行動上的改變。 和解是我們悔改的目
標。 在和解的努力中， 我們誓言要：
1. 堅定地為所有穆斯林能夠接受耶穌基督

見， 和某些情況下的敵意與公開的憎恨
感到歉疚。

的福音而迫切禱告。
2. 堅定地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能夠培養出

4. 當聖靈在穆斯林心中動工， 並賜給這些

對穆斯林的關懷、 愛和原諒的態度而迫
切禱告。

國家欲瞭解真正基督教的饑渴之時， 我
們並沒有意識到主的時間安排。 不管我
們的態度如何， 聖靈透過基督徒的見證

3. 在我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內， 駁斥任何我
們遇到之基督徒群體內的有罪的態度。

中國的穆斯林
雖然穆斯林僅占中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 但他們的人數約兩千五百萬左右， 來自許
多不同的少數民族， 包括維吾爾、 哈薩克、 烏茲別克、 塔吉克、 韃靼、 薩拉、 侗鄉和回
族。 儘管人數眾多， 中國的穆斯林在整個國家裡只是少數， 與印度的穆斯林情況非常相
似。
回族是中國最大的穆斯林民族， 人數超過一千一百五十萬。 這個民族的成員分佈在中
國的所有省分， 在一些省分更為集中。 回族占中國北部黃河沿岸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總人口
數的百分之卅四點五。 在這個地區， 百分之卅四的人信奉伊斯蘭教， 即當地的主要宗教。
回族人是蒙古人和中國穆斯林商人的後裔。 他們講普通話， 即中國通用語言， 但許多
人在城市中心的聚居區內仍保留他們自己的文化。 在農村地區， 回族人飼養牲畜， 並以務
農和旅行經商維持生計。 回族人口透過移民、 通婚甚至收養而增加。 回族家庭收養漢族
（占中國的絕大多數）的孩子， 把他們撫養成回族。
身為少數族群， 回族可能會面臨社會歧視。 然而， 他們還是享有多項政府所提供的補
貼和特權， 如牛、 羊肉補助， 重建清真寺的補助， 另外政府還允許出版和銷售伊斯蘭教讀
物。
摘自： Operation World, www.chinasource.org, www.tc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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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迫切地推動為穆斯林的禱告、 救援和協

6. 迫切地祈求， 並在確保所有的穆斯林都

助發展事工。 穆斯林當中， 有些是最貧
窮、 受教育程度最低、 醫療條件最有
限， 也是最深受暴力危害的。

有機會瞭解並回應耶穌基督之大好消息

5. 以禱告和經濟上的援助， 堅定地支持已

們周圍和全世界的穆斯林建立友誼並

經在穆斯林世界裡服事的弟兄姊妹們。

的工作中， 尋求神給我們個人的旨意。
一個明顯的辦法是， 透過與居住在我
分享我們的信仰。

是什麼吸引穆斯林女性歸向基督？
馬利安‧ 艾德理（Miriam Adeney）
當我們寫關於穆斯林女性來到基督

穆斯林女性來到主耶穌基督面前的途

面前的文章時， 並無意對伊斯蘭教
不敬。 與穆斯林們在一起的時光裡， 我欣
喜地發現他們非常認識神的本性； 他們的
生活充滿了禱告； 他們非常注重群體生

徑各式各樣。 有些人透過讀福音故事， 有
人因為在異象和異夢裡看到耶穌， 還有人

活； 他們堅持信仰必須在公開的場合表達
出來； 他們關心社會中的不同民族。 一次

有些人曾在不健康的關係中倍受虐

是在與魔鬼或邪靈的搏鬥中， 發現耶穌的
名為他們帶來釋放和幫助。

又一次地， 伊斯蘭教把我們帶向我們的創
造主。

待， 後來經歷到耶穌給她們的醫治和尊
嚴； 有些人看過公義的理想典範， 渴望也
能在她們所處的社會中找到正義， 而她們

然而， 如果一個信仰不能把人在基督
裡帶向真神， 那麼它就錯過了核心。 在基

發現這力量就存在於主耶穌裡。 有些人信
主， 是因為基督肯定女性； 有些人的生活

督裡， 神以人的樣式來到世間。 透過基督
的死， 神經歷了人類深度的痛苦； 透過基
督的復活， 神生發了新生命的力量， 即轉

曾經混亂不堪， 但心底渴望為自己的生活
找到一個道德基礎； 還有人畏懼死亡， 並
且渴望重返樂園的確據。 我曾採訪過的兩

化生命的力量。 穆斯林不斷地稱神為「滿
有仁慈和憐憫」。 在基督裡， 神完全彰顯

位女性從孩提時代， 就開始一心一意地渴
慕真神。 許多人歸向主， 是因為她們的家

了這些本質。 正是因為這點， 穆斯林女性
才歸向基督。 藉由基督， 她們曾經認為非
常遙遠的、 那位陌生的神， 成了她們個人

庭決定要共同跟隨基督。
穆斯林女性也是人， 而且她們的動機

的天父。

極為複雜。 然而在這些歷程中， 有幾個轉
捩點不斷地重複出現： 聖經、 經歷靈界的

艾德理博士， 專業研究人類學， 是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全球暨城市宣教學副教授。
改編自 Miriam Adeney, Daughters of Islam: Building Bridges with Muslim Wome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pp. 18-21. www.ivpress.com.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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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完全陷入黑暗之中」、
「不受喜悅的姊妹們」、 「可憐、
可悲、 被踐踏」等字眼， 常常出現
在十九世紀， 那個整體宣教事工，
特別是女性事工的「偉大世紀」。
穆斯林國家裡當然存在著虐待女性

© Arab World Ministries

的情況， 就如其他任何國家一樣。
如今即使在充滿愛的穆斯林家庭
裡， 數以百萬的女性仍然需要接受
教育、 醫療保健、 可以賺取收入的

聚在一起交談

技能， 但最為重要的是福音。
然而， 當我們注重其他文化的
弱點時， 我們就會錯過其長處和美
麗之處， 同時也會忽略我們自身文

力量、 基督徒的愛、 性別和美的事物， 及
社會公正之議題。

化中的罪。 就如當穆斯林們聽到墮胎、 雜
交、 對父母不敬和對長輩的忽略時， 都會

穆斯林女性事工的神話

大感驚訝。 不論如何， 即使是在帝國時代
的頂峰時期， 女宣教士們也常與當地女性

在普遍的想法和人類學研究中， 宣教
士時常被貼上家長式 領導作風、 好判斷

緊密地生活和一起工作。 女性事工從來不
是僅僅動動腦筋就可以的。 它總是以整體

人、 以居高臨下的賜恩態度待人， 以及殖
民主義者的標籤。 比如在愛德華‧ 薩依德

的形態出現， 靈、 魂、 體均參與其中； 並
且， 還伴隨著女性們一起工作、 一起休

（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

息、 一起開懷、 一起哭泣， 富實際意含的
同理心也被培養起來。 不管宣教士的思想

talism）一書中， 他認為帝國時代的宣教士
和其他外國人， 均是以西方人的視角來觀
察穆斯林的歷史、 文化和道德標準。 因此
他們的報告是不切實的。 1
對此， 有一些事實報導。 在一份前美
國女性事工組織所創辦的雜誌， 1866 年中

意識如何， 姊妹之間情誼的建立已然跨越
了文化差異。 3
有些早期的女宣教士們， 也看到了她
們的文化和福音之間的差距。 1903 年在伊

的一篇文章評論道： 「在東方， 許多地方
對女性的貶低， 並沒有獲得基督教國家的

朗， 溫妮費德‧ 斯特拉克（Winifred Westlake）博士寫道： 「我們不想使那些波斯
女人英國化， 對嗎？當然不， 如果神可以

足夠重視。 她們完全被剝奪了幾乎所有使
女性作為理性和敬虔之個體， 有別於其他

使用我們， 把她們從伊斯蘭教的桎梏中釋
放出來， 把她們帶入基督的福音的光中，

受造物的祝福。 沒有這些， 生活將變得令
2
人無法忍受。 」、
「異教徒女性的可悲處

她們會按照神的旨意發展， 又有誰能料想
她們在神的榮耀中可以成就什麼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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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4

神話 2：

今天有關穆斯林女性的事工， 出現了
新的假設、 新的「神話」。 有些人注重事
工策略。 這樣的「神話」會誤導我們：

除非她們的丈夫也成為基督徒， 否則
穆斯林女性通常不能來到主的面前。

神話 1：

與一個兒子或丈夫相信基督比起來，
如果一個女兒或妻子相信基督， 這個穆斯

穆斯林女性是被動、 順命的。 她們很
少為自己著想， 也不想發揮什麼領導力。

神話 3：

林家庭會感到更受威脅。

婦女權益
在伊斯蘭教裡的女性權益是由古蘭經、 聖訓、 伊斯蘭教法和當地習俗決定。 論到一個
女性離婚的權益時， 古蘭經和聖訓在一定的條件下允許其存在。 但是不同教法學派對這些
條件的理解各不相同， 這些條件在各個國家或被加強或被革新， 端視那個國家的傳統而
定。 古蘭經並不允許女性接受割禮， 但有幾條聖訓提及此事； 它在伊斯蘭教法中不是強制
性的， 但也不被禁止。 在非洲， 女性割禮是早在伊斯蘭教之前就存在的做法； 因著文化之
故， 今天仍然持續著。
伊斯蘭教群體可能會強制執行嚴格的釋譯， 基於當地的禮儀和對伊斯蘭教律法的狹隘
解讀， 而拒絕給予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權益。 伊斯蘭教女性主義者和溫和派均反對這些
嚴厲的觀點， 相信這些觀點在古蘭經裡的基礎甚少， 而是多建立在微弱的聖訓和文化傳統
上。 他們正在推動「回歸古蘭經」（back to the Qur’an）的運動， 相信此運動可以映出一
個對女性更寬容的態度。 他們因著穆罕默德乃是女性的解放者， 他禁止殺死女嬰並給予女
性在前伊斯蘭教時期的阿拉伯國家從未聽聞的獨有權益， 因而相當敬仰尊崇穆罕默德。
這些權益包括女性擁有財產的能力、 受教育的能力、 賺取並管理自己錢財的能力、 談
判婚姻條件的能力、 受到丈夫的供養並在其所有妻子中受平等待遇的能力、 得到丈夫在性
方面的滿足， 以及離婚的權益。
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古蘭經的教導和社會如何實際應用並不一致。 在伊斯蘭教的
名義下， 侵犯女性權益的情況不但存在於婚姻和家庭方面， 也存在於個人自由方面。 在沙
烏地阿拉伯， 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隔離到達了極限： 女性不被允許開車， 因為她們不能揭開
面紗拍攝駕駛證的照片， 或一旦出現交通事故， 她們可能會與男性交通警察接觸， 或因為
沒有男性行為監督人的監護。
許多穆斯林國家正在嘗試一項新措施： 遵照伊斯蘭教法的同時， 以更敏感的方式因應
執法不公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摘自： 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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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女性和男性可以一起有效地聽

的水泉後， 得到了恢復。 孩子長大並成為
強壯的獵人。 後來， 夏甲為他從埃及娶了

福音， 一起有效地接受培訓， 可以使用同
樣的策略和同樣的經文。

一個妻子， 他又生兒育女。 他的後代中有
些出現在以賽亞所見的異象當中， 即在末

神話 5：

了的時候， 神的寶座周圍所環繞的龐大隊
伍之中。 尼拜約的後裔， 夏甲的第一個孫

如果沒有基督徒男性能向男人們傳福
音， 就不應該向穆斯林女性傳福音。 否
則， 就不是好的管家， 因為女性不會帶領
持久力的團契。
試著思考神話 4 和神話 5。 女性可以
和男性以同樣的方式接受福音和門徒培訓
嗎？女性宣教事工應該被歸納入男性宣教
事工嗎？整個家庭一起跟隨耶穌， 是多麼
美好的一件事啊！在一個環境裡， 如果最
重要的決定都是共同作出的， 那將是多麼
自然和諧啊！不幸的是， 伊斯蘭教如此抗
拒耶穌的主權， 即使一個家族起初一起聽
到福音， 各個家庭成員還是會制止彼此更
靠近福音。 然後， 單獨的追求者就必須暗
自尋求真理。 有時候， 與女性交談的機
會， 會先於與男性交談的機會出現。 有時
候， 女性基督徒可以比男性基督徒先開口
傳福音。 有時候， 女性所受的虐待以及女
性世界的豐富， 呼喚著一個有性別區分的
接觸方法。
夏甲肯定會與此產生共鳴的。 帶著強
烈的母性、 對沙漠生活的適應， 活生生的
靈和顫抖的脆弱， 夏甲要為她的孩子以實
瑪利創造未來。 他們在荒野中飲了神賜下

子， 以及基達、 另一個孫子， 都在隊伍之
中。 他們不再是外人。 神接受了他們的祭
（以賽亞書六十 7）。
夏甲的女兒一定也在隊伍當中。
第九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Penguin,
1995). 中譯本： 愛德華‧ 薩依德著， 王志
弘、 王淑燕、 莊雅仲等譯， 《東方主義》
（台北： 立緒出版社， 1999）。
2. Judith MacLeod, 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The Story ofaContinuing Mission
(Upper Darby, Pa.: Interserve, 1999), p.12.
3. Erik Freas,“Muslim Women in the Missionary
World,”The MuslimWorld (April 1998), pp.
141-164; and Guli Francis-Dehqani,“CMS
Women Missionaries in Persia: Perceptions of
Muslim Women and Islam, 1884-1934,”in The
Church Mission Sociey and World Christianity
1799-1999, ed. Kevin Ward and Brian Stan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pp. 99-119.
4. Francis-Dehqani,“CMS Women Missionaries,”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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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信的勇氣
傑伊‧ 史密斯（Jay Smith）
排除了適當的聖經辯論？穆斯林的方法是

編者的話
我們多數的資料都重複強調， 透過
提高對文化的敏感度來與穆斯林建立真誠
的關係， 而非直接與穆斯林辯論對質。 然
而， 史密斯就非常維護後者， 他非常關心
我們有否充分地裝備自己， 以面對伊斯蘭
教及它的諸多議題。 辯論並非新的行動，
魯爾（Raymond Lull）、 茨維莫（Samuel
Zwemer）、 珀分德爾（Karl Pfander）及
其他人， 過去都曾與穆斯林辯論過； 對質
也並非孤立的對策， 摩特力（Robert Mortley）、 所洛斯（Anis Shorrosh）、 李察生
（Don Richardson）及其他人， 至今仍然
維護著對質的方法。
雖然有些人（如茨維莫）後來改變了
他們的看法， 並強調以基督為中心及建立
關係， 甚至悔於他們先前的辯論和對質。
但在歷史上， 這些一直都是基督徒向穆斯
林作見證的方式。 當反省過去「失敗」的
方法時， 我們必須要記得， 在歷史上， 我
們缺少足夠多的、 可觀的見證。

否可以影響我們的程序？我們是建立橋樑
還是豎起障礙？辯論之後有更多還是更少
的接觸？就算是最友善的對話， 我們還是
會「失去」我們的重點和友誼。 站穩真理
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可以預料到
的。 史密斯會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
最後， 史密斯並沒有完全地引用彼得
前書三章 15 至 17 節： 「只要心裡尊主基
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
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
人； 存著無虧的良心， 叫你們在何事上被
毀謗，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
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神的旨意若
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 總強如因行惡受
苦。 」
很多人都問我和其他人， 在英國向穆
斯林傳福音所用的方法。 他們說那是錯
的， 甚至可能有危險。 他們告訴我們， 站
在海德公園（Hyde Park）「演講者之角」
（Speakers’ Corner）的階梯上公開挑戰伊

很明顯的， 我們必須給穆斯林關於我
們信仰的聖經的解答。 因此， 我們必須有

斯蘭教， 或接受邀請在公開場合辯論古蘭
經的權威性， 反對穆斯林的護教家， 是太

護教學的訓練， 就是如何適時地護教及恰
當地引用聖經。 然而， 這是冒犯或是辯護
呢？在辯論當中， 每一方通常都求勝心

激進了。 更嚴重的是， 他們說那對福音是
有害的。 因為它「未能榮耀神， 或呼召人
來信耶穌」。

切， 根本無法真正進入對方的思想裡。 一
個有益的問題是： 福音信息的本質， 是否

這些人害怕使用這些方法， 其實是建
立了對立面， 而非建立更好的溝通。 他們

史密斯是在西非和英國服事之基督弟兄會（Brethren in Christ）宣教士。 在歐洲和美國各地經常參與與穆斯林的辯
論。 目前在倫敦教授護教學。
改編自 Jay Smith, “Courage in our Conviction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4, no. 1 (Wheaton, Ill.: Evangelical Missions Information Service, January 1998), pp. 28-35. 蒙允使用。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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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雙方都是為了要在公共場合貶低對方，
這導致兩個團體之間形成更高的障礙。 更
有可能的途徑是對話， 也就是雙方在誠
懇、 互相瞭解的氣氛之下討論彼此之間的
不同， 並帶著可以達成協議的希望。 無可
避免的， 很多人同意這個方法， 是因為我
們的策略沒有經過廣泛的實踐， 也沒有廣
泛地實行。

重新為對話下定義
如果我們先反思對話的定義， 可能會
對我們有所幫助。 在使徒行傳， 保羅多次
使用「對話」一詞， 並以他自己的方法來
說明。 首先， 他去到猶太人當中， 進入會
堂裡與人「對話」， 又可以稱之為「思考
不同的事情、 沉思， 然後辯論」。 1
保羅對「對話」的前提不是從別人身
上學習， 為要妥協他的信仰以建立另一套
信仰。 他知道這麼做會造成混淆， 而這也
是今天普世教會的困境。 他使用對話作為
雙向的思想交流， 其目的並未侷限在溝通
的清晰， 好像許多現代的差傳學家為它所
下的定義那樣； 更重要的是， 要表明他所
說的（參使徒行傳十七 3）。 他整理論點
以支援他的個案， 提供證據， 以及之後就
進行辯論。
這裡的辯論並不是指好戰、 傲慢或攻
擊行為。 當然， 當意見不同時， 辯論是會
發生的。 當一方沒有了好的論點時， 可能
會有攻擊性的話語產生； 當論點很弱時，
聲音就會越來越大。 然而， 我們必須要肯
定我們的論點是很強的， 就好像保羅所說
的： 「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 」（使徒
行傳廿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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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說服力
保羅的動機是要讓福音真理說服他的
聽眾， 而非要他們改變信仰（參使徒行傳
十七 4）。 至於他們要如何看待這個真
理， 那就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了。
對話的定義， 應用在我們倫敦的事工
上了嗎？我們首要的目的經常都是要為福
音辯護， 及傳講基督被釘死在十架上， 同
時站穩立場以對抗那些選擇苛刻批評這些
信念的人。 這並不代表真理不會使人感到
羞愧。 穆斯林所感受的羞愧與我的策略無
關， 而是完全由這資料中的一切內容決定
的。 如果我們所說的是真的， 雖然可能會
讓那些它所針對的人蒙受羞辱， 但並不會
羞辱神。
基督自己便公開地羞辱祂的敵人， 甚
至不認可他們的信心。 在馬太福音廿三章
13 至 33 節， 祂稱法利賽人為「假冒為善
的」、 「瞎眼領路的」、 「蛇」以及「毒
蛇的種類」！在路加福音十九章 45 節， 祂
不也羞辱兌換銀錢的人嗎？因著這些， 猶
太領袖就想盡辦法要殺祂（參路加福音十
九 47）。 那麼， 為什麼今天我們這麼做，
卻被譴責呢？

老舊範例
我曾在四間神學院讀書， 接受的教導
都是不可以批評古蘭經或先知。 這些教師
的差傳原則與發展策略， 乃是當他們在穆
斯林世界的不友善環境裡當宣教士的時
期。 這些原則滲透在我們今天的神學院和
教會的差傳教導中， 影響著我們每一個
人。 然而， 英國和美國根本不是處在敵對
的環境中。 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防範民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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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權威， 而保護自己或事工。 穆斯林世
界那些傳福音的準則， 對英國或多數西方

主上， 但在人們還沒有將生命交給主之
前， 他們要知道基督教究竟是不是真的，

的國家是不太適用的。
其實我們給自己的限制

及它是否有客觀的證明？我們必須要指出
不要批評

或對質， 卻不是我們的穆斯林朋友所採納
的。 很少見到穆斯林在與基督徒的對話
中， 不提醒我們聖經不單是腐敗， 我們的
主也不過是人； 我們也沒有因著他們說出
他們的看法而嚴懲他們， 因為我們是生活

我們的信仰之所以超凡， 是因為它是有真
理為後盾的。 它的標準是可以讓人瞭解的
（歷史的事實）。
我非常不贊同那些所謂西方的基督徒
給穆斯林世界的愛的見證太少的說法。 如
果穆斯林是從基督教的正確定義著手

在一個高舉及實踐自由言論的環境。 那
麼， 為什麼我們又要選擇侷限自己呢？這

不認為基督徒就是任何的西方人， 那麼我
個人相信這就是他們真正的看法。 如果我

豈不是雙重標準嗎？我們允許穆斯林朋友

們問穆斯林有關他們對於那些相信聖經的

有言論自由， 自己卻反而拒絕， 將一隻手
綁在背後來打戰？我相信我們需要重新思

基督徒的印象， 很少人會以我們的行為來
批評我們。 他們會說我們的行為沒有什麼

考我們的差傳學， 才能改變我們的方法。
很多人相信唯一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有

特別， 因為伊斯蘭教的真理已經廢除了我
們信仰的權威。

效方法， 就是在我們身上見證基督， 並證
明這是如何改變一切的。 很少人會質疑這

可驗證的證據

個證明耶穌在我們裡面的方法。 然而， 這
就是全部嗎？穆斯林並不信服我們的見
證， 他們說這是「腐敗」、 「可以被更腐
敗的聖經證實」是「軟弱」。 與那些西方

這裡的好消息是， 我們所信的是有證
據的。 這就是護教的切入點。 我們有證據
來反對穆斯林的論點： 「古蘭經已經廢除
了那些在它之前的啟示， 因為它是最純正

所謂的基督徒相反， 穆斯林站穩他們的立
場。 事實上， 美國多數改信伊斯蘭教的人

的及來自真主的最終啟示。 」事實上， 新
的歷史證據指出古蘭經有很多不純正的地

皆來自基督教的圈子； 其中一個首要原
因， 就是其他穆斯林直接及坦率的見證。

方。 其實， 古蘭經是否是默罕默德時期所
寫成的， 或甚至當時是否存在都是一個疑

以有效的標準呈現基督教

問。 我們若不交待這樣的消息， 那麼實在
是太沒有愛心了。

這場戰役， 遠不止以更多的慈愛來對
待我們的鄰舍。 其實， 很多穆斯林採用的
友誼佈道， 比我們所做的更有效。 這是有

這也出現另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定義
愛心的見證， 就好像基督和使徒們所設的

關真理的戰爭， 是關於造物主與祂的被造
物， 是否主動交流關於我們是否知道和分

義。 我愛我的兒子們， 因為我愛他們， 當
他們越線時我會管教他們； 若不這樣做，
我就太沒有愛心了。 當我們的朋友及所愛

辨出真理和偽真理的區別？
多數的佈道訓練皆集中在如何領人歸

榜樣呢？我們可能需要重新為「愛」下定

的人犯錯時， 我們常會透過指正來塑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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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那麼， 為什麼我們不能對我們的穆斯
林朋友有同樣的愛心呢？特別是當我們的

有人不是活躍、 大聲地為其信仰辯護， 那
是他見證的一部分。 若論及主動佈道， 穆

沉默會帶來他們永恆的滅亡？

斯林會讓我們自形其穢。 當我們不能一樣
做時， 他們會以為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好說

穆斯林的議題
我們必須要近一點地來看那些我們傳
福音的對象。 那是他們， 而不是我們採取
了比較激烈的對質、 護教的方法。 放眼看
那些桌上的穆斯林書籍， 聽他們在校園聚
會的講員的言論， 或閱覽他們在網路上的
網頁。
這些穆斯林並不是在尋求「對話」，

的， 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要告訴他們。

激烈的辯護
諷刺的是， 主動對質的方法， 正是主
耶穌在新約裡和祂的門徒們所採用的。 以
辯護、 對抗那些指責者， 在使徒行傳廿二
章 1 節、 廿五章 16 節； 哥林多前書九章 3
節， 哥林多後書七章 11 節， 以及提摩太後
書四章 16 節裡提到了五次。 正如保羅兩次

這是時下差傳學的用語。 若跟著我們所設
定的規矩， 會病態地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溝

提到他「辯明證實福音」（腓立比書一

通文化。 其實， 他們選擇的策略可以更加
地反映出他們大多數是來自亞洲而非中

7、 16）， 彼得也同樣地告訴我們（彼前
三 15）。 所以強烈地為我們的信仰辯護，

東； 更準確地說， 他們是來自印度的次大
陸
巴基斯坦、 印度和孟加拉
再加
上印尼， 形成了大約半個穆斯林的世界，

是符合新約教導的。
耶穌， 是來自地中海世界的猶太人，

有超過六億的穆斯林。 他們採取了護教的
策略， 原因就是他們自己的歷史背景， 他
們是在一個更大的印度教群體中的少數群
體（印度次大陸的個案）。
在這種環境下， 他們總結了三個建
議： 西方正在衰退（道德、 社會、 經濟以
及靈性）； 因著腐敗的聖經， 基督教是錯
誤的； 所以最終及有更完整啟示的伊斯蘭
教， 必須也將要取代基督教。
我是在印度出生和成長的。 我有穆斯
林的室友和同學。 我曾經在印度、 法國、
塞內加爾、 美國及英國的不同清真寺裡參
加他們周五的禮拜。 最近， 我也去了許多
穆斯林學生的聚會。 總體印象是， 穆斯林
所採用的溝通信仰的方法， 與歐洲及西方
所採用的方法有極大的不同。 穆斯林很少

在類似伊斯蘭教發源地的環境進行教導。
耶穌與法利賽人對質， 稱他們為假冒為
善、 無知的瞎眼者、 粉飾的墳墓（馬太福
音廿三 13-33）； 祂也同樣責備那些在聖
殿裡兌換銀錢的人（路加福音十九 45）。
祂並沒有在互相瞭解的前提下， 嘗試討論
他們的處境； 祂乃是生氣地進入聖殿， 翻
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保羅在會堂及市集裡辯論（使徒行傳
十七 17）。 在會堂裡， 他公然宣稱就是他
們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 而耶穌就是那
位已應許、 等候已久的彌賽亞。 保羅被趕
了出去， 但這並沒有因此阻止他。 當他在
廣場上講道時， 他被捉去監牢， 但他仍繼
續在監牢裡歌唱讚美神， 並向那些必須將
他捉進監牢的人們作見證。 在保羅的思想
裡， 他的最優先目標就是以福音的真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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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服人，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
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 又將

太人質問司提反時， 司提反並沒有退縮，
反而是站穩立場， 回應他們的論點， 一直

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哥林多後書十 5）。 這其實是非常主動

到「眾人抵擋不住他的智慧」（參使徒行

及直接的。

（使徒行傳七 57～八 1）。 腓利與衣索匹

從聽眾的角度與他們對質

亞的太監的對話， 也一樣令人得安慰（使
徒行傳八 26-40）。

保羅不單只是去到猶太人的土地及會
堂中的猶太人當中， 用他們的聖經與他們
辯論（使徒行傳十七 1-2）； 他還去到外
面的群眾， 就是在希臘領土上的希臘人當
中， 用他們自己的傳統與他們談道（使徒
行傳十七 17-18）。 在以弗所的外邦人當
中， 他在會堂裡連續「辯論了」三個月
（使徒行傳十九 8）。 當他被迫離開時，
他去到了推喇奴的學房， 一間世俗的學院

傳六 9-10）。 他們最後就採取手段殺害他

耶穌也與外邦人交談： 記得祂與年輕
富有的官長的交談（馬太福音十九 16），
與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對質（馬可福音
十二 13）； 在晚宴時與邀請祂的法利賽人
爭議（路加福音七 36-50）； 與尼哥底母
的會遇（約翰福音三章）； 以及與撒馬利
亞婦人的對談（約翰福音四章）。
正如那些傳福音給我們的人， 也吸引

繼續與猶太人和希臘人辯論了兩年（使徒

了他們世界裡所知道的領袖和思想家， 我
們也應該在我們周遭的環境這麼做， 不論

行傳十九 9-10）。 在羅馬， 兩年來從早到
晚， 他放膽地「嘗試說服」那些來見他的

是在倫敦、 美國， 或任何神安排我們所在
的地方。 自從第一世紀以來， 氛圍並沒有

人信靠基督（使徒行傳廿八 23-31）。

多大的變化， 聲音卻越來越響亮， 特別是
911 事件之後（2001 年 9 月 11 日）。

不論走到哪裡， 保羅都沒有談論那些
宗教上的陳腔濫調。 他反而是按照他們的

對於 2001 年後， 伊斯蘭激進分子所採

程度， 與他們談論真神。 在雅典， 他研究
希臘人的信仰， 研究他們敬拜的對象（使

取新的挑釁姿態， 我們的回應應該是什
麼？在英國， 有少數的基督徒站起來抵擋

徒行傳十七 22-23）， 掌握他們的哲學，
包括以比古羅人（未識之神）和斯多亞

這些挑戰。 不論是因著懼怕、 無知、 誤導
的宣教立場， 或是純粹疲累， 教會拒絕公
開信仰辯護。 我發覺我的工作越來越孤立

（泛神論）。 他甚至引用他們的作家革哩
底的伊皮麥尼德（Epimenades）以及詩人
亞拉突（Aratus）（28 節）的作品。 當他
掌握他們的論點之後， 就指出他們的不足
之處（29 節）。
其他使徒則越過他們熟悉的團體， 與
那些基督徒團契以外的人對話。 當「自由

及孤單（參提摩太後書四 16-18）， 這令
我感到難過及沮喪， 因我深信人們上述的
反應， 正是在傳達錯誤的信息給穆斯林。

新的楷模

人」（Freedmen）會 堂 的 成 員 包 括 古 利

我們必須問問穆斯林的看法。 當我們
未能在公共場合為聖經的權威性挺身而出

奈、 亞力山大、 基利家， 以及亞西亞的猶

時； 當我們限制自己不談基督的主權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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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時， 或懶於為三一真神解釋辯護時； 以
及當我們不斷地為我們所相信的真理道歉

袖， 這不值得我們質疑嗎？
肯定的是， 我們可以怪罪於少數的社

時， 穆斯林聽到的信息是我們不但不瞭解
自己的信仰， 也不肯定自己的信仰是否正

會因素。 但是不是我們的楷模不夠呢？我
們是否需要拋棄我們只是反映我們自己種

確。 當我們的外表與談吐表現出疑惑， 不
知道自己的立場時， 我們又怎能讓他們信

族優越感的傳福音方式， 來分析一下穆斯
林如何傳道呢？我想我們當中有些人是需

服福音的真理呢？

要的。
坦白說， 我們已經在這場戰役裡了。
自 2001 年後， 已經是特別的證據， 我們已

就如一位典型的穆斯林宗教教師， 貿
偉‧ 薩伊德（Maulvi Sahid）。 他對於他
所深信的古蘭經是真主最後的啟示， 以及
伊斯蘭教是今日的信仰， 他非常地坦率、
有力、 並帶著得勝的姿態。 那些聽他講論
的人， 莫不被他的言論及表達所說服。 在
電視上， 我們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很多周
五的集會上， 群眾歇斯底里的鏡頭， 一個
最接近的平行例子就是十字軍東征。 因著害
怕傷害穆斯林的情面， 我們拒絕使用在自己
的團體中非常有果效的帶領人歸向耶穌的方
法。 為了試圖「學像基督」， 我們給人的印
象總是逃避的、 溫和、 順服以及膽小。
我們以為我們是以基督的方法來傳福

經失去它太久了。 然而我們有一個關鍵的
武器， 就是歷史性的確證。 它不單確認聖
經的可靠性， 還否定了古蘭經的權威。 正
是古蘭經這最後的啟示， 給了穆斯林激進
分子權利， 以在最前線挑戰西方和基督
教。 我相信這種批評他們的啟示的方式，
會帶給西方伊斯蘭教的真正醒悟， 因為它
擊中了他們信仰的根本。 只要是適當的，
我們基督教歡迎對聖經的批判， 因為它敞
開了真正思想與對話的交流之門。 那麼，
為什麼我們又要責備那些用同樣方法來對
待古蘭經的人呢？

音， 然而我們卻沒有真正看到祂的榜樣，
穆斯林反而比我們做得更好。 目前， 穆斯

我們所帶出來的這一代學生， 不單不
會好好地詮釋他們的信仰， 在公開場合的

林正栽培他們的團體領袖看重對話模式，
並非要達到互相瞭解， 而是辯論、 爭取分

護教上更是缺乏裝備。 我們耗費太多的精
力來教導人使用老套的藉口， 絕不可以傷

數以及「贏得每一天」。

害我們穆斯林朋友的情面。 與此同時， 我
們差派我們的青年人去面對伊斯蘭教以及

所參與的挑戰
有沒有想過， 既然我們擁有及說出了
真理， 為什麼還是這麼少穆斯林改信基督
教呢？雖然我們完全地信服福音， 但當我
們向穆斯林分享時， 他們大多數都走開，

它對我們校園的挑戰， 卻沒有給予他們充
足的裝備去辯駁， 或提供可仿效的榜樣。

「預備好回答問題」

並認為我們的信息是錯的。 是我們的方法
錯了嗎？就算那些真的改變宗教信仰者，

911 事件之後， 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反
省， 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是否可以回到早期
教會護教的模式， 以與今日穆斯林團體中

他們很少是有主見的或是他們團體裡的領

的激進分子對質， 特別是針對穆斯林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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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神學根基， 既然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行
動的權威。
我相信， 這是讓我們這些得到裝備的
人要離開「局外」的狀態， 要向前看， 越
過我們的恐懼與自我限制的時候了。 我們
必須向那些在辯論前線的人學習， 確定我
們不單可以從研究的資料中獲益， 還包括
所採用的方法。 如此， 我們就可以將之應
用在穆斯林團體中不斷進行的辯論裡， 讓
我們成為他們所親愛的真理的威脅。
這亦即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必須站穩立

的標準， 與今天是無關的。
但我們切勿停止在這裡， 因著愛， 我
們需要將真正平安和寬容的權威介紹給他
們， 即我們的聖經
福音（馬太福音五
8-11、 43-46， 廿六 50-54； 約翰福音十三
34-35， 十六 33）， 以及我們的楷模
主耶穌基督， 絕對與今天有關的那位。 如
同彼得一樣， 我們也必須說： 「有人問你
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三
15）在我們現今所處的困境中， 這就是最

場， 在公眾場合與他們對質。 但並非以這
世界的武器、 軍事或暴力（哥林多後書十

好的答案。 這真是我們今天的大好信息，
只要我們願意與他們對質這個大好信息，

3-5）， 而是完整的愛的觀點， 包括面對面
的談話； 若需要時就辯論， 證明他們暴力
來源的經文和傳統（古蘭經五 33， 八 39、

則那些留意的人將會有永恆的結果。

60， 九 5、 29， 四七 4）並非來自神， 而是
人為的， 是一千四百年前穆罕默德所設立

1. Peter May, Dialogue in Evangelism (Bramcote, Nottingham: Grove Books Ltd., 1990).

章節附註

歸信所帶來的創傷
唐‧ 麥凱瑞（Don McCurry）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
平；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因為我來是叫人

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
我的門徒；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

與父親生疏， 女兒與母親生疏， 媳婦
與婆婆生疏。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

的， 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得著生命
的， 將要失喪生命； 為我失喪生命
的， 將要得著生命。 （馬太福音十

的人。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

34-39）

麥凱瑞目前是「夏日學院」（Summer Institute）穆斯林研究主任， 穆斯林事工（Ministries to Muslims）主席， 西班
牙伊比利亞美洲學院（Ibero-American Institute）跨文化研究的代理主任。 他是「敞開之門」（Open Doors）宣教機
構之資歷豐驗的宣教士， 曾經在巴基斯坦及中亞作開荒的事工。 除此以外， 他也訓練埃及的宣教士進入阿拉伯世
界。 曾編著《福音與伊斯蘭》（The Gospel and Islam）一書。
改編自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New Life for Muslims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ies to Muslims, 2001), pp. 291-99. 蒙允使用。 www.mtmsi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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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情況下， 真正的歸信者都要
面臨極大的創傷， 包括「重生」（約翰福

麥地那執政時期（西元 622-632）， 這些
經文是用來威嚇那些要再回去敬拜他們的

音三 3）、 離開一個屬靈境界並進入另一
個、 離開一個主人並追隨另一個。 耶穌便

偶像， 或在戰爭時要離開穆罕默德軍隊的
人， 或是兩者都有。 明顯的， 它們不是用

以極度痛苦的方法， 透過令人難以置信的
痛苦和祂自己至終的死亡， 從一個階段

來對付成為基督徒的穆斯林。 1 但在穆罕
默德去世之後， 這些經文就用在成為基督

（復活前的階段）轉到另一個階段（復活

徒的穆斯林身上。 多數的穆斯林解經家幾
乎一致地贊同這些經文， 是指任何離開伊

後的階段）。 當談到他自己的死期和復活
時， 耶穌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
長老、 祭司長、 和文士棄絕， 並且被殺，

斯蘭教的穆斯林（成為基督徒）， 必須將
之處死。 茨維莫（Samuel Zwemer）引用

第三日復活。 」（路加福音九九 22）祂以
自己為真實的例子， 示範了什麼是重生。

了白達威（al-Baydawi， 卒於 1291 年）的
話， 他是所有穆斯林解經家中最有力及最

祂也向祂的門徒解釋跟隨祂的危險性：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

資深的， 在他的著作《啟示的光照和釋經
的奧祕》（The Lights of Revelation and the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 凡要救自己
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
的， 必 救 了 生 命。 」（路 加 福 音 九

Secrets of Interpretation）一 書 裡， 他 提

23-24）

端。 要將自己與他們有所分別， 不要接受
任何透過他的請求。 」2

西方的百姓有極大的自由和寬容， 這
些話並不讓人感到不祥。 但對大多數的穆
斯林世界而言， 這是非常可怕的。 雖然有
些例外， 例如在印尼的一些地方， 那裡的
百姓就比較溫柔和寬容， 在那裡有數百萬
的「民間穆斯林」成為基督徒。 但在穆斯
林世界的其他地區， 他們就採取了不友善
的伊斯蘭精神。 在那裡， 宣稱自己是基督
徒者， 一般都會面臨逼迫， 當然這也要看
他是在哪一個國家， 有時甚至要付上生命
的代價。

「叛教的法律」

到： 「任何離開他的信仰的人， 不論公開
或祕密， 都格殺勿論， 必須將他們當成異

兩位穆罕默德言行錄（hadith）的原
本年代編記， 布哈里（al-Bukhari， 卒於
870 年）以及穆斯林（Muslim， 卒於 875
年）， 他們報告有關先知的言論： 「誰改
變了他的伊斯蘭信仰， 就殺了他。 」3 穆
罕默德言行錄與古蘭經一樣， 在塑造穆斯
林的態度上是極其重要的。 一般而言， 越
是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就越傾向於實施這
條規， 而越是混合主義的就越傾向包容。

生死的問題
因著穆斯林普遍接受這「叛教法律」

古蘭經裡有三段經文， 是普遍用來支
持對付那些背離伊斯蘭教的基督徒， 包括

（Law of Apostasy）， 當一個穆斯林決定
要成為基督徒時， 他們會面臨極大的恐

下 在 監 裡、 折 磨 甚 至 殺 害（古 蘭 經 四

懼。 在多數情況下， 這恐懼是完全正常
的， 這也很可能是多數的穆斯林不願意成

88-89； 五 57， 十六 106）。 當穆罕默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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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徒的最大原因。
雖然在古蘭經裡提到「對於宗教， 絕

穌基督的光照之下， 伊斯蘭教反對基督教
的根本精神就明朗化了。 基督工人的職

無強迫」（古蘭經二 256）， 但它並沒有
違反以上的權威， 就是那些維護要殺害成

責， 就是要倚靠聖靈， 用聖經的話讓穆斯
林可以「看清」耶穌基督的真理， 以及伊

為基督徒的穆斯林。 我們必須要謹記的
是， 當正統的穆斯林討論「宗教自由」

斯蘭教義與之相對的非真理。 此處的震
驚， 就是將自己與一個權勢（撒但）隔

時， 他們的意思是說所有人都有自由成為
穆斯林， 但穆斯林就沒有改變他們信仰的

絕， 去擁抱另一個權勢（基督）。 在這過
程中， 撒但或牠的跟隨者經常會慫恿人以

自由。
當我們再回頭討論歸信時， 必須要記

身體的傷害來威脅那些初信的。 當初信者
知道他以前所信的其實是與真神為敵時，

得， 對於那些探索福音的穆斯林， 從一開
始， 就是生死的問題（感謝神， 在二十世
紀初期， 數百萬在印尼的穆斯林成為基督

震驚本身已是無可避免的。

破碎驕傲的創傷

徒， 但他們並沒有因為成為基督徒而失去
他們的性命。 最近在印尼的基督徒和穆斯

伊斯蘭教在組織上來說， 它巧妙地迎
合了人們的驕傲。 如果一個人可以完全地

林之間的暴亂， 說明了一味地忍讓的氣
氛， 可能會導致公開的矛盾激烈衝突。 ）

做到伊斯蘭教所有的職責要求， 那麼他將
應該以他自己的努力得以進入天堂。 穆斯

無論如何， 威脅是會一直存在的， 它經常
就像是一塊覆蓋著穆斯林探索基督教信仰

林相信人們天生是軟弱的， 但卻不是充滿
罪的。

的面紗。 這並非不尋常， 當一個穆斯林來
到基督面前時， 就算沒有生命的危險， 他

然而， 當穆斯林來到基督面前， 通常
他們都察覺到自己實在是個罪人， 以及需

也會被逐出家門、 解雇、 被趕出大學； 如
果他是已婚的， 妻子、 孩子就會被帶走；

要救主。 那些虔誠的男人和女人盡了他們
最大的努力卻仍然失敗， 這讓人的驕傲無

若是單身的， 就會失去與本族人結婚的機
會。 很多也失去了可能的未來的就業機

地自容。 歸信基督對一位穆斯林來說， 包
括了已然破碎的宗教驕傲。 不幸的是， 多

會， 以及被排除在清真寺及所有的宗教慶
典門外。 一般而言， 他們已經從所有的正

數的穆斯林都認為人可以靠著自己的好行

常家庭及社會關係中被切斷了。 換句話
說， 他們是被棄絕的人。 接下來， 讓我們

為得救。 這些穆斯林相信耶穌不是為了人
的罪而被釘死在十架上， 而且神在祂臨死
之前救了祂， 並將活著的祂帶到天上。

停下來思想一下， 一個人要離開伊斯蘭教
所要面臨的創傷程度。

向自己死的創傷

改變效忠對象的創傷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

對一位穆斯林而言， 第一個震驚就是
從另一個「視覺」角度看伊斯蘭教。 在耶

九 23）
這些年來在穆斯林當中服事， 很多次

第九課 歷史上的宣教方式

我聽到這樣的話： 「先生， 基督教的教導
是不實際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有
清明的心思不是『自然』的。 人無時無刻
都不由自主地會有性欲的思想。 要愛你的
仇敵是不可能的。 你應該恨他及找機會報
復。 來信伊斯蘭教吧！這是天然人的宗
教。 它是為了人的本性而設計的。 」「重
生」的思想對伊斯蘭教來說是完全陌生
的。 「就以你原本的自己來吧。 只要承認
『萬物非主， 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 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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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可以找到我的意義呢？我的身分認同
是什麼呢？」從人的角度而言， 穆斯林是
在所屬的「伊斯蘭之境」（Dar al-Islam）
找到他們的終極意義。 當一個人要從其穆
斯林思想歸信基督時， 其中一個普遍的問
題是： 「誰會成為我的新社群； 我的新家
庭， 我的新社交圈子？」是的， 離開父
親、 母親、 兒女或土地， 這對一般穆斯林
而言其實是極大的創傷。 再加上古蘭經禁
止穆斯林社群的成員幫助那些成為基督徒

使者』， 那麼你就沒有問題了。 」成為穆
斯林太容易了， 不必花費太大的功夫； 當

的家庭成員或朋友： 「真主已使他們迷誤
了， 難道你們還想引導他們嗎？」（古蘭

然， 要從當中出來卻是另一回事了， 這是
我們在前文提到的。
「重生」意味著離開一個世界及進入

經四 88）

另一個； 離開黑暗的國度， 進入神愛子的
國度。 它也意味著不能在神眼中稱自己為

好。 在沙烏地阿拉伯， 只有極少數的人，
甚至到最近， 還可以有勇氣或耐心在這樣

義。 它也承認了家庭、 社會和國家未能於
提供一個「正確」的生活方式。 這種按著

的拒絕之下仍然維持他們的信心。 一位父
親回應他的兒子改信基督教時說道： 「只
要你答應不與任何人分享你的信仰， 你還

神的形像再造的需要， 對那些一直以來相
信以好行為稱義的人而言， 是一種粉碎性
的破碎和創傷。

就算一個人可以在國家裡生存， 但這
種被孤立的感覺就實在令人不知如何是

是可以回家， 並私底下保持你的信仰。 」
這便帶來了「祕密信徒」（secret believ-

將神放在家庭之上的創傷

ers）的議題。 那些保持沉默的， 真的是信
徒嗎？在這種處境底下， 我個人不願意給

對一般穆斯林而言， 至少在中東， 家
庭是一切。 我們所知道的西方「超級個人
主義」（hyper-individualism）之思想， 對

予任何的評論。 但我卻知道耶穌在這事上
是不妥協的， 祂要求跟隨者要在群眾面前
見證祂（馬可福音八 34-38）。

伊斯蘭教是完全陌生的； 在伊斯蘭教， 家
庭作一切的決定， 婚姻也是經由安排的。

失去家人的創傷

另 一 個 就 是 延 伸 家 庭（extended family）， 這廣大的社群被認為是效忠的焦
點。 在伊斯蘭教裡， 要一個穆斯林思考離
開他的家庭和社群， 是前所未聞的。 穆斯
林可能會問： 「我還可以去哪裡呢？那裡
有什麼基本的保障嗎？我屬於誰呢？我從

穆罕默德言行錄清楚地說道， 對於那
些叛教的已婚男人， 他的妻子和兒女都要
被奪走。 若是一個婦人成為基督徒， 這穆
斯林丈夫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對待她，
他可以選擇保留她或與她離婚。 4 至於那
些單身的， 他們顯然就找不到配偶了。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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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督的代價簡直是太殘酷了。 新信徒處
在一個最不自然的處境中， 失去了丈夫或

徒受苦， 卻不要羞恥。 倒要因這名歸榮耀
給神。 」（彼得前書四 16）

妻子， 以及毫無成立家庭的希望。

服事這批受創傷的人

第九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穆斯林社群的成員不准幫助或為叛教
者代求（古蘭經四 88）。 叛教者被認為是
社群的叛徒及信仰的變節者， 對於這樣的
人是完全沒有憐憫可言。 在教育界裡， 他
會被拒絕入學。 也根本沒有辦法可以繼續
他的職業。 但令人驚訝的是， 就算是在這
樣最糟糕的情況之下， 就算是是在沙烏地
阿拉伯， 還是有穆斯林歸信基督。 基督工
人必須警覺到穆斯林的歸信者所面對的極
大危險， 並必須盡所能的服事這批世界最
糟糕的極權主義的受害者。 「若為作基督

章節附註
1. J. Dudley Woodberry, 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Monrovia, Calif.:
MARC, 1989), pp. 28-31.
2. Samuel M. Zwemer, The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Ltd.,
1924), pp. 33-34.
3.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mes Robson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not cited, 1975), p. 752.
4. Zwemer, Law of Apostasy,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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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從過去的穆斯林宣教事工的途徑中，你學到了哪些原則？

2. 根據對以往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努力的評價，你認為有哪些範例可以繼續效法？你
會有哪些不同的做法？

3. 大部分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都因為他們的信仰而受苦，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
生命。對你和你所在的社區來說，「為基督受苦」的含義是什麼？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Thomas L.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9).
www.anchorbooks.com
William Miller, My Persian Pilgrimage, 2nd e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5). www.wclbooks.com
觀察： 一部以穆斯林世界為題材的好萊塢影片， 比如由維果‧ 莫天森（Viggo Mortensen）主演（2004 年）的〈沙漠騎兵〉（Hidalgo）； 由莎莉‧ 菲爾德（Sally Field）主演（1991 年）的〈狂奔天涯〉（Not Without My Daughter）； 由安東尼昆
（Anthony Quinn）主演（1980）的〈沙漠雄獅〉（Lion of the Desert）； 由史恩
康納萊（Sean Connery）主演（1975）的〈黑獅震雄風〉（The Wind and The
Lion）。 鑒於你在這個課程中所學的， 你認為這些影片對穆斯林的表現方式有何
看法？
禱告： 召聚一群基督徒朋友， 在星期五中午為穆斯林禱告。
訂閱： 透過訂閱免費的雜誌如〈Saudi Aramco World〉， 以更瞭解穆斯林世界 www.saudiaramcoworld.com。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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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思考問題
 面對穆斯林 我們該如何做到「向什麼樣的人 我就作什麼樣的人」（哥林多
，
，
前書九 19-23）？
 該如何才能使廣大的穆斯林跟隨基督？
 你所在的教會遵循著哪些傳統？試描述那些符合聖經的傳統

。

課程目標
試描述目前針對穆斯林得救所作的努力。 包括：
1. 今天所使用的服事途徑（已不同於以前使用的方法）： 本土化、 帶職事奉、 發
展和傳播媒體對穆斯林世界所付出之持久的重大努力和微薄的資源。
2. 列出制定長期教會繁殖策略的必要性及其詳細原因。
3. 列舉成功的教會繁殖範例與故事。

課程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在穆斯林世界繁殖教會是「不可能的任務」？
教會繁殖的七個階段： 階段與活動清單
拓植容納穆斯林女性的教會
基礎閱讀： C1 至 C6 本土化程度

426 頁
430 頁
434 頁
440 頁
449 頁

多遠才算太遠？

453 頁

我透過一同齋戒所學到的

459 頁

廢除宗教裁決

461 頁

完整閱讀： 透過帶職宣教來繁殖教會

469 頁

教會繁殖運動的障礙

472 頁

述說觸動人心的故事

475 頁

花兒是如何長大的： 埃及婦女團契的個案研究

481 頁

穆斯林事工的主要模式

485 頁

推薦閱讀 & 行動

4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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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該如何才能使穆斯林們明
白， 耶穌基督也是為了他
們來到這個世上？如果我們想看
到穆斯林聽到福音， 那麼在穆斯
林群體中間拓植穩固的、 自給自
足的教會， 就是最重要的基礎。
這要求長期的團隊通力合作， 個
人基督生命的彰顯和對穆斯林深
切的愛， 這些都是事工的基本建
構基石。
當許多穆斯林國家不允許基
督徒以宣教士的身分入境居住
時， 身為工程師、 教師和醫護人
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士， 卻大受歡

我們的目的， 而是要清楚地彰顯
基 督 教 的 意 圖、 遵 守 他 們 的 法

© Caleb Project

迎。 身為專業人員（帳篷工人）
進入社區， 並不是要欺騙和隱藏

中國的東幹族（Dungan）婦女

律、 尊重他們的文化， 並帶來有
形的益處。 以長期基督教的團契
生活和經濟發展， 來回應穆斯林人民被貧窮、 自然災害， 或社會政治的苦難所籠罩的
極度需要， 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入境策略， 也是向整個群眾傳達和證實基督與祂的教
會之獨特性的全面方法。
要在一個團體中有所見證， 我們需要
生活在其中， 並且要學習當地的語言， 包

是透過每一天的生活及多年的忍耐， 來
「以生命影響生命」。 在教會繁殖運動

括俗語、 諺語和語言的修辭方式。 我們不
只應瞭解在市場常聽到的語言， 還應知道

中， 一位外籍的福音工人從未到過他所接
觸群眾的家裡，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數

在家中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在傳福音的過
程中， 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替代個人傳

以千計的人歸向基督， 也有許多間教會被
建立起來
原因是他幾年來集中全力幫

福音和門徒培訓， 而且這種門徒培訓必須

助一小群男子（來自這個群眾）， 並把他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所知道關於耶穌的一切都教給他們。

教會繁殖的各個階段
1. 共同參與

4. 培育

2. 宣告
3. 勸服

5. 宣揚
6. 夥伴關係

講述故事總是比其他的教導方式， 更
容易跨越文字和文化方面的阻礙。 戲劇和
說故事能透過電視和廣播， 適應大眾傳播
媒體的需求。 故事會立即滲透進現實生活
中。 事實上， 大部分的聖經內容便是用口
頭傳述的。 我最初與穆斯林的經歷之一，
是在肯亞蒙巴薩（Mombasa）市郊貧民窟
的一間雜亂的小屋裡， 聽一個經驗豐富的
福音工人與一位索馬里（Somali）難民營
的領袖一起閱讀討論聖經故事。 帶著溫柔
的耐心， 這位基督徒很尊敬這位索馬里男
人， 每個星期都來拜訪他， 與他一起慢慢
地從創世記一直談到基督。 正如你在這個
經驗中可以看到的， 在許多穆斯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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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憑著良好的責任心， 也會鼓勵當地教會
使用符合聖經可以接受的伊斯蘭詞語和習
俗（C3）。
在這些明顯的「安全的」步驟之外，
我們可以再走多遠， 以使福音能融入穆斯
林文化， 仍然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但
是以本土化為目標是無需討論的。 我們希
望看到被基督改變的群體公開地敬拜耶穌
基督為主和救主， 透過聖經的指導， 在基
督裡成長， 並有效地在他們的周圍為主作
見證。 唯有穆斯林被說服來跟隨主的時
候， 我們宣揚福音的工作才是有果效的。
隨著教會的出現， 信徒們必須要得到
聖靈的指引和鼓勵， 以面對福音本土化和
逼迫的壓力， 因為他們要留在當地的文化
中保持自己的信仰。 最終， 當地的教會必
須要能夠支持和管理自身， 並獨立地為主
作見證。 通常， 來自國外的資金和影響給
教會塑造了一個外來的形象。 比如說， 當
地的音樂和敬拜形式， 雖然對我們而言會
感到相當的奇怪， 但我們仍要鼓勵他們，

中， 說故事是宣講大好的福音信息之值得
推崇的方式。

以避免閒懶地把我們自己喜歡的音樂， 簡
單地複製到新教會裡去。 有一次， 我參加

要宣揚基督， 我們必須瞭解當地的文
化背景， 並從中發掘出一個適合的方式，

了一個在倫敦舉辦的多元族群的會議。 尋
常的聖歌和讚美詩被誦唱著； 但是後來當

來與穆斯林社群的心靈溝通整全的福音。
我們的目標不是要看到穆斯林偷偷地相信

西 方 人 離 開 會 場， 只 剩 下 旁 遮 普 信 徒

耶穌（作者在此處乃指 C6； 見本章後文
的「教會本土化程度」一覽表）。 我們也
不想看到穆斯林反叛他們的社會， 參加不
會使用當地語言的西式教堂（C1）。 可悲
的是， C1 和 C6 在過去一直都是錯誤的模
式。 那些現在在穆斯林當中服事的人們為
了建立教會， 會使用當地的語言和音樂形
式、 飲食和服飾（C2）。 大部分的福音工

（Punjabi， 印度邦名）時， 會場上響起了
印度手風琴， 一種南亞非常普遍之樂器的
聲音。 整個會堂被敬拜的力量和熱情所撼
動， 是我從未見過的。
再者， 在數以百萬計的群眾中， 只安
排一小群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是不夠
的。 神的確已經定好計劃， 要把福音的大
好信息傳給所有的穆斯林群體， 而祂也會
隨著我們不斷地找福音廣傳的新方法，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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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給我們指引。 作為耶穌的「得人」
漁夫， 撒網的時候， 我們會想像一家人、
整個社區甚至是成千上百的人一起得救
嗎？這需要我們剛強壯膽， 由禱告開始，
相信神愛穆斯林， 也呼召他們奔向救恩。

被建立起來， 就如在印尼、 北非和孟加拉
部分地區發生的那樣。 藉著神的恩典， 讓
我們努力做工， 好看到這天早日到來！
改變人心是神的至高權柄。 我們的職

我們竭力追求要看到神透過大規模的穆斯

責是把福音透過言語和行動， 帶給不同的
穆斯林群眾； 確信福音一旦扎根， 就會蓬

林歸主運動得榮耀， 使教會在整個社會中

勃發展； 然後歡迎並信任有穆斯林背景的

合一、 彼此順服與團契
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
人， 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十
24-25）
早在伊斯蘭教強調統一（Tawhid， 塔瓦希德）、 順服真主（Abd， 阿卜杜）和建立穆
斯林統一社會（Umma， 烏瑪）之前， 神就已建立了教會， 以彰顯合一、 順服與團契， 來
作為教會的標誌。 基督也曾為我們的合一禱告， 好讓世人知道神差了祂來： 「你所賜給我
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 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裡面， 你在我裡
面， 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 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
樣。 」（約翰福音十七 22-23）
我們對神的委身、 對其他基督徒的委身， 以及對人類權柄的委身， 為基督作了見證：
「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故此， 你們要順服神。 」（雅各書四 6-7）「又當
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以弗所書五 21）「你們為主的緣故， 要順服人的一切制
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彼得前書二 13）
沒有任何事能比彼此相愛的人聚在一起更快樂的了。 我們透過基督徒之團契來敬拜
神， 就如同基督所教導的， 在相交的生活中彼此服事。 我們努力實現的理想， 在初代教會
中就已經彰顯出來了：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 擘餅， 祈禱。 眾人都懼怕； 使徒又行了許多
奇事神蹟。 信的人都在一處， 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 家業，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
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 且在家中擘餅， 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使徒行傳二 42-47）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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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們成為我們的夥伴， 加入所有尊耶
穌基督為主的全球延伸家庭中。
K.S.，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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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閱讀
《國 際 前 線 差 會 期 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有十個議題專文探
討伊斯蘭教、 帶職事奉和福音本土化。 網上的
資料檔案可以在 www.ijfm.org. 找到。 《穆斯林
宣教季刊》（Evangelical Muslims Quarterly）
也刊登了至少二十篇關於穆斯林的文章； 網上
的資料檔案可以在 www.billygrahamcenter.org/
emis 找到。

我們身邊的穆斯林
「在我們社區沒有穆斯林。 我們社區沒有那麼多元化。 」可悲的是， 我們這些基督徒
常常無法看到周圍許多的穆斯林移民、 穆斯林學生以及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我們該如
何才能認出這些穆斯林， 並與之分享福音呢？
• 設定一個特定的時間為穆斯林禱告。 （或許是每個星期五的中午。 ）
• 在你家的周圍行走禱告。 歡迎新遇到的穆斯林鄰居來到你們社區； 與他們作朋友， 並
向他們表明你的信仰。
• 常去當地穆斯林所開設的餐館和商店。 在黃頁電話簿裡找尋穆斯林的名字， 或在網際
網路上搜尋附近所舉辦的精彩文化展出活動。
• 在提供穆斯林所需要的雜貨店或市場裡， 詢問如何烹調穆斯林所喜愛的食物。 這樣便
很容易製造討論議題， 進而建立友誼， 還能帶來美味！
• 訪問宗教網站和聊天室。 許多穆斯林只是不知道真相， 需要從願意瞭解他們， 又以
愛、 憐憫和老練來對待他們的基督徒們那裡學習。
• 幫助處在痛苦中的人們。 許多穆斯林是難民， 逃離了籠罩他們家園的戰爭和動亂。 地
方機構和非營利性的組織需要更多的志願者幫助他們。
• 成為孤獨者的朋友。 許多穆斯林都是國際留學生， 節假日可能是最感孤獨的時候， 這
是邀請他們去你家作客的大好時機！
• 與放棄基督信仰， 改信伊斯蘭教的人作朋友。 我們可以從他們為何改變信仰的原因中
學到許多。 你的友誼還能夠抵消對聖經不正確的理解， 或對基督徒的消極觀點。
摘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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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世界繁殖教會是「不可能的任務」？
吉姆‧ 洛克福德（Jim Rockford）
片面的道理： 在穆斯林世界繁殖教
會， 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神一

標全力以赴， 每個人頭腦中對各個階段有
著明確理解的情況下， 通常有穆斯林背景

定會以某種特殊的方式介入並顯明祂的作

的基督徒團契會隨之出現。
若是團隊出發時存著多重目標， 或目

為。 首先， 從某種程度而言， 的確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務。 當我們考慮到所有阻擋在
穆斯林進入神國度前面的種種障礙， 可能
性簡直小得甚至有點荒謬； 其次， 誰能反
駁若沒有聖靈在人心裡的奇妙工作， 有誰
能張開眼睛看到真理呢？不過， 在我們短
暫的經歷中， 前線差會派遣到北非、 中
東、 中亞、 南亞以及東南亞的九十一個團
隊， 都看到教會被建立起來。 神在每一個
國家， 幾乎都在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中
間建立了教會。 這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

標過於廣泛， 或對達成目標只有一個模糊
的概念， 或團隊成員之間對策略存在著意
見分歧， 那麼， 這個團隊只會給那個地區
帶來極小的果效， 甚至沒有任何的果效。
當一處教會在一個沒有福音的群眾中出現
時， 就像是在一根欄杆上發現一隻烏龜一
樣： 外界很容易對其投以關注。

七個階段的範例
前線差會「教會拓殖的七個階段」之

符合聖經的計劃

範例（見下文的「教會繁殖的七個階段：
階段與活動清單」）， 便是從那樣的經歷

神並不期待我們一切從頭開始。 當
然， 我們依靠祂具體的帶領， 和祂所提供
開啟各個地方之門的鑰匙。 但是我們現在

中發展出來的。 即使有些人會反對這種做
法， 因為在新約聖經中沒有任何教會繁殖
的神奇計劃， 我們仍相信， 特定的階段事

知道， 祂已經在聖經中向我們顯出了要完
成這項任務， 所需要的大部分知識。 歸結

實上已被指明出來。 常識告訴我們， 在形
成一個教會之前， 也許還沒有任何新約中

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穩定持續的目標。
在前線差會中， 我們看到在團隊目標

教會的特性， 毫無疑問的應該先有信徒的
聚會。 在那之前， 在目標群體中至少有一

的專注與團隊工作最終的果效之間， 有著
強大的聯繫。 當一個團隊進入一個未得之

人來到主的面前， 而且我們乃在培訓他
（她）。 如此， 可以假設我們是在傳福

地時， 所持的目標就是在穆斯林大眾中間
建立一處教會， 並且整個團隊都為這個目

音。 所以， 毫不稀奇的是這些基礎階段
（帶有一些不同點）， 在每一次保羅建立

洛克福德任職於設在英國的國際前線差會總部（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of Frontiers）， 任駐外所長一職， 先前曾
在中東從事教會繁殖事工長達十一年之久。
改編自 Jim Rockford, “Is Planting Churches in the Muslim World ‘Mission Impossible’?”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3, no. 2 (April 1997), pp. 156-65.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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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情況中都有出現。
多階段教會繁殖的範例並不是什麼新
鮮 事， 比 如 大 衛‧ 賀 色 格 芮 夫（David
Hesselgrave）的《葆 琳 的 循 環 週 期》
（The Pauline Cycle）。 其他範例當然也影
響了我們的七個階段， 幫助我們的穆斯林
教會繁殖團隊和機構精神更加本土化。

所帶來的好處
在我們組織內廣泛推進和使用該七個
階段的果效， 被證明是無比珍貴的。 一些
積極的果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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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不屬于教會繁殖階段
該範例並不是一個精確的食譜或路線
圖。 在某些世界上最充滿敵意、 最危險的
地區建立信徒們的團體， 不是什麼簡單或
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事。 當然存在著屬靈
的爭戰、 迫害、 內在的罪、 對神錯誤的理
解、 熱情逐漸消退、 背叛和脫離我們的期
望。 我們的實地團隊仍然需要幫助： 領袖
和教練們對路線的指正， 團隊自身的創造
力和由聖靈帶領的獨創性， 是一門藝術，
而非科學。
前線差會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福音神

• 當一個新的團隊在前線差會中成形後，
該團隊將與九十多個在不同階段工作的

學、 事工原理以及對「教會」的觀點。 該
七個階段範例 為實用性的考量， 旨在涵蓋

其他團隊串連起來， 從第一階段一直到
第七階段
一對一培訓的極好環境。

不同的教會繁殖模式。 比如， 一個團隊打
算建立家庭聚會， 另外一個要建立細胞小

因著神的恩典， 新團隊也將最終達到第
五、 六、 或第七個階段， 而新團隊將從

組教會， 另一個團隊則計劃建立一個大規
模的傳統或規範性的教會。 特定的事工原

這一確據中得到動力。
當一個團隊對接下來的步驟有一個十分
‧
明確的圖畫時， 這個團隊能夠以更大的
信心和目標投入工作（比如， 在語言學
習方面）。 無需思考下一步的行動， 會
節省大量的時間。
‧ 該範例用以防止帶來團隊分歧和果效甚
微的一個主要原因， 即對關鍵性目標、

理被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上， 以保證能更廣
泛的應用。

實地範例
我們在印尼的某個繁華城市， 有一個
由三個家庭所組成的團隊。 已有一個成長
中之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團契， 他們處
在第五階段。 這個團契約有二十名成人信

策略、 方法、 具體任務的時間分配等觀
點的錯誤搭配。 該範例作為一個提供共

徒， 加上一些孩子。 一對靈命成熟的中年
夫婦為整個團契的主要帶領人。 那位外國

用的載體， 減少產生分歧的可能性之計
劃工具。 每個成員都可以在一幅更大的

的團隊領袖和他的妻子與這對夫婦相當親

圖畫中， 找到個人的位置。
‧ 這七個階段給我們一個共同的標準， 來
衡量整個組織進展的程度、 策略， 以及
活動情況。

密， 並且正在培訓他們集中精力以學習服
事和教會方面的知識， 正是提摩太後書二
章 2 節中所提到的極好例子。
但是情況絕不僅僅是單方面的。 不同
的團隊成員必須辛勤地為歸信的信徒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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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穆斯林背景基督徒的教會， 和
在其他城市的分支小組。 正如先
前的例子一樣， 還有許多工作尚
未完成， 團隊成員們還有很多使

© Arab World Ministries

用他們各自恩賜的機會， 不管是
教導聖經、 門徒培訓、 傳福音、
服事、 勸戒、 帶領、 敬拜、 青年
事工、 管理， 或是其他方面。 由
於他們已經處在第七階段， 團隊
什麼因素才會使教會的門為穆斯林敞開？

培訓， 訓練其他的領袖， 深入學習語言
（特別是對新成員來說）， 而且還要負責

的工作還是集中在拓植上

開

始新的團契和教會。
另一個小隊在一個阿拉伯國家的首都

與專案和其他後勤措施相關之所必需的政

已經工作多年。 在經歷了許多挫折和政府
的反對後， 他們所開始的有穆斯林背景基

府方面的工作。 另外， 成員中有些並不是
非常頻繁地參與團契的活動。 考慮到由於

督徒的團契， 已經在規模和成熟程度上逐
漸成長起來。 這個團契由大約二十名成

文化原因， 外國人的頻繁出現可能會引起
諸多不便。 所以他們把重點放在傳福音，
和在穆斯林宣教工作中培養一些基督教背

人， 再加上孩子們所組成， 兩位有穆斯林
背景的弟兄透過他們活躍的帶領和教導，

景的信徒們上。
此外， 整個團隊還必須注意自身的生
命和自我成長情況。 所以， 在第五階段的
大傘下， 他們還活躍於先前幾個階段的許
多方面上（語言學習、 傳福音、 門徒培訓
以及其他方面）。 不過， 這個團隊需要向
前進展到第六階段（工作後面的幾方面只
是全面「教會狀態」的預先部分， 比如注
重領袖發展）， 而且還要留意邁向第七階

已被認可為長老。 然而， 這兩位長老中的
一位極有建立教會的恩賜， 正渴望把他家
搬到另外一個城市以從頭開始。 所以這項
事工必須同時注重第六階段和第七階段的
重要方面。

避免倒退
特別是在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工作
是很難堅持的。 通常都會存在著很大的試

段的方法（設立長老， 確保再繁殖的狀
態， 以及退出）。 將這兩個後續階段保持

探而使人放棄。 更普遍的是被轉移到另外
兩種「好事」的危險： 過多參與「帳篷製
作」， 做當地民族的基督徒工作、 創辦傳

在頭腦中， 可以避免團隊被困入死胡同或
去做其他或許有意思， 但卻與教會繁殖無

播媒體、 電腦工作、 頻繁的團隊活動， 或
享受與穆斯林朋友們相處的時光（而不激

關的事工。
在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的一個

勵他們決志信主）。 所有這些可能是值得
的追求， 但是卻可能無法走向建立教會。

非常大的團隊， 已經建立了一個大規模之

因此， 這七個階段對團隊來說， 是一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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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斷的提醒和紀律， 以幫助整個團隊重新
定睛在主要目標上。 階段範例為處在第二

人加上一些孩子們的團契， 或許可以算
是教會。 新約聖經並沒有給我們一個具

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團隊， 提供了完成目標
的細節指導。

體的數字， 可能是因為對關鍵多數之最
少人數的限制， 乃應視情況而定。

最後， 前線差會還有幾支處在第五階
段的團隊； 亦即， 他們正在將領導權交接
給在他們目標城市開始的有穆斯林背景的

2. 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弟兄符合長老的

基督徒團契。 但是有些可能會受引誘， 覺
得他們已經達成任務了。 一些範例要求我
們在達成之前，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好使
他們的小組達到像保羅和提多離開克里特
時一樣的教會狀態， 才是真正的教會， 而
且每一間都在多位合格長老的帶領下。

教會的三個標誌
關於「一個新約的教會， 會是什麼樣
子？而我們應該如何， 才能知道我們已經
建立了？」此問題是遠超過我們的範疇
的。 然而， 從新約聖經中的例子和標準來
看， 有三件事必須是真實的：
1. 必 須 有 一 些「關 鍵 多 數」（critical
mass）， 具備最小的規模和社會組成。
三人小組不能算是教會。 由十五個成年

資格， 並願意以長老的身分服事。 新約
聖經教導我們， 在任何一處教會中應有
多位長老。 雖然並沒有給出具體數字，
但三位或三位以上通常會比兩位更好。
3. 這些長老必須被設立， 並承擔起領導權
與責任。 若信徒們仍然期待教會繁殖者
的帶領
， 則這個教會的建立就尚未完成
。
至此， 在教會努力遵守大使命的兩千
年之際， 這個使命很顯然尚未完成。 不
過，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神正把祂的恩典
傾倒在越來越多的群眾當中， 而且教會繁
殖的先鋒團隊報告說， 很多結果根本就不
是預期的。 我們相信教會將福音傳給「那
些還沒有把主傳給他們的， 和那些還沒有
聽過主名的人」之工作的主要推動力， 應
該是繁殖教會。 「教會繁殖的七個階段」
這樣的工具， 可以協助該使命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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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繁殖的七個階段：階段與活動清單
迪克‧ 史柯金斯（Dick Scoggins）、 吉姆‧ 洛克福德（Jim Rockford）

第一階段：發動團隊

開始條件

定義

團隊的大部分成員已各就各位， 而且
通常已經開始投入積極的語言學習。

預備團隊
。 初步教會繁殖計劃和策略
。

行動
開始條件
有抱負的團隊協調員已被總指導員正
式挑選出來， 成為指定的團隊協調員。
1. 調查研究可找到之關於目標國家和群眾
的語言、 歷史和文化資料。
2. 準備一份異象聲明。
3. 制定理解備忘錄。
4. 招募一個團隊。
5. 得到教會同意和所有團隊成員的支持。
6. 準備一份戰略報告。

1. 團隊成員抵達並確認找到合適的住所。
為團隊最初的入境策略作安排。
2. 調解團隊家庭中產生的分歧。
3. 處理團隊分歧。
4. 發展團隊生活， 可以在屬靈上支持團隊
成員。
5. 為團隊作出計劃， 設立目標。
語言和文化調整：
6. 團隊成員努力學習目標語言。

7. 設立語言學習方案
， 並相互督促的方法
。

7. 每個團隊成員確保有足夠的禱告並獲得

8. 學習如何在選定的區域住下來， 並如何

財務支持。
8. 整個團隊認同教會繁殖的異象和策略。

在那個國家感到舒適並能享受生活。
9. 使每個團隊家庭都能做同樣的事。

第二階段：準備撒種

11. 與 目 標 人 選 廣 泛 開 展 不 同 深 度 的 友

定義
學習語言， 適應文化， 成為那個社會
的「本地人」（belonger）。

10. 在策略基礎上開始辦居留手續。
誼。
12. 幫助家庭成員（妻子、 兒女）與目標
群眾開展友誼。
13. 在這些友誼當中， 加入救恩的因素。
14. 透過親身適應新的文化環境的過程，
帶來家庭和團隊性格的成長。

史柯金斯曾先後培訓了多個前線差會與其他差派機構前往穆斯林世界之建立教會的團隊。 洛克福德任職於設在英
國的國際前線差會總部， 任駐外所長一職， 先前曾在中東從事教會繁殖事工長達十一年之久。
改編自 Jim Rockford, “Is Planting Churches in the Muslim World ‘Mission Impossible’?”; and Dick Scoggins, “Seven
Phases of Church Planting: Phase and Activity List,”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3, no. 2 (April 1997), pp. 156-65.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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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發現並收集在目標語言中， 現有之所
有用來傳福音的工具。

第三階段：撒種
定義
傳福音的高尚工作。

開始條件
團隊中的大部分成員大多數的事工時
間用於傳福音， 而不再是語言學習。

5. 開始以福音為基礎的聖經學習。
6. 鼓勵自己所聯繫的人， 帶對福音有興趣
的親屬過來。
7. 藉著禱告， 對自己與朋友們的友誼作出
評價， 尋找一個可能的和平之子， 即在
他自己家族或團體當中有威望的人： 他
能帶領其他人和他一起嗎？
8. 藉著禱告， 確定一個或多個朋友作為可
能的和平之子。 （女性可能會更容易確
定， 特別是如果她們積極回應， 而男性

行動

並沒有作出回應。 ）
9. 帶領某個人決志歸主。

1. 背誦已翻譯為目標語言的部分聖經經文

第四階段：門徒培訓開始

（比喻或神蹟， 以及其他類似內容）。
2. 學習用目標語言分享聖經中的真理。

定義

3. 在朋友們當中培養對福音的好感。
4. 制定策略， 以一組人為目標， 接觸願意
接受的人和他們所親近的人（家人或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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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目標群眾中的一個或多個有穆斯
林背景的基督徒。 雙方應該認識到， 這能
幫助他們在性格上和服事基督的事工上成
熟長進。

神就在身邊
「我曾經是虔誠的穆斯林， 」愛夏（Ayse）說道： 「當時我讀到一本關於地獄的書，
這本書真把我嚇壞了， 於是我決定成為一個虔誠的人。 但是我發現伊斯蘭教裡的神是很遙
遠的。 」然後， 一位朋友送給愛夏一本引支勒（Injil）， 並鼓勵她讀這本書。 「讀聖經剛
到第四天， 我就成了基督徒！」她說。
有些人說， 一個單一而且最有效之說服穆斯林歸主的方法， 就是把一本聖經放在他們
的手裡。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
髓， 都能刺入、 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希伯來書四 12）
摘自： Turkey: A Time for Harvest, (Littleon, Colo.: Caleb Projec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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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條件
開始定期培訓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
徒， 無論他或她是如何歸主的。
1. 激勵一個或多個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和平之子， 如果可能的話）接受團隊
成員的培訓， 好讓他們可以成長為「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之人（參以弗所書
四 13）。
2. 以基督的生活方式， 成為這個人和他的
熟人的榜樣。
3. 說服這位信徒邀請他或她的家人或朋友
們也來參加門徒培訓。
訓練信徒們開始著手：

4. 指導信徒認識到自己身為神的孩子的新
身分， 是憑著信心， 而不是倚靠行為。
因應任何轉回到伊斯蘭教倚靠善行得救
的思想模式。
5. 教 他（她）浸 禮 的 用 意： 一 種 向 著
「己」的死亡， 和在基督裡重生的外在
標誌。
6. 向這位信徒介紹可以影響日常生活的聖
經故事。
7. 訓練他（她）養成回到聖經中， 去找尋
應對日常具體問題的習慣。
8. 向這位信徒解釋如何分辨在個人生活中
的罪， 並且如何以悔改和認罪作回應，
並如何培養新的生活方式。
9. 鼓勵他在家族中活出基督的生活（例
如， 馬太福音五至七章）。
10. 幫助信徒們培養自己如何以屬神的方
式來愛自己的配偶， 及解決矛盾、 請
求原諒、 重新擁有和好的關係。
11. 教導信徒們以屬神的方式撫養子女，
帶領家庭。

12. 示範如何在解決與他人的矛盾過程中
貫徹屬神的方式。
13. 帶領信徒們明白在信徒的生活中， 苦
難的地位和作用， 並帶領他們將所學
到的， 應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14. 鼓勵他們練習以屬神的方式， 來回應
那些反對他們信仰的人（如政府、 家
庭、 雇主和朋友們）。
15. 教導他們聖經中對當地各種超自然做
法的觀點， 以及符合神的心意的替代
做法和答覆。
16. 訓練該信徒準備好給他的信仰一個理
由； 選 擇 的 表 現 方 式 應 該 是 有 準 備
的、 自信的， 而不是膽怯的， 或充滿
火藥味的。
17. 在與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的過程中，
給他（她）支持。
18. 激勵他開始肯認自己的恩賜和呼召。
19. 幫 助 他（她）熟 悉 使 徒 行 傳 中 所 記
載， 關於神擴展祂的國度的計劃。
20. 團隊女性： 開始對女性在提多書二章 3
至 5 節中所提及的技巧， 和在對丈夫的
順服方面進行培訓。

第五階段：教會的開始
定義
把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聚集在一
起， 並帶領他們邁向成熟的事工。 是使該
團契成長為一個教會， 或與一個以上的小
組進行這樣的工作。 在這個階段， 教會繁
殖者在目標群眾當中發揮重大的影響。

開始條件之標準
成員的委身： 以在基督裡的團契為目標，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定期聚會、 教導、 禱告以及其他。
規模： 三個或三個以上有穆斯林背景的基

9. 該團體分享聖餐。

督徒（其中至少兩個來自目標群眾）
。
廣度： 無具體要求。
領袖： 無具體要求； 假設教會繁殖者在開

拜、 指導和禱告。
11. 信徒們進行傳福音的工作。

始時從事所有或大部分的帶領和教導工作
。
活力： 無具體要求； 通常在最初階段極其
脆弱。

目標
人數的增長和小組的成熟， 有穆斯林
背景的基督徒彼此委身， 來表達同為基督
的肢體。 （注意： 第五個階段目標， 亦是
第六個階段開始的標準。 ）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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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該 團 體 定 期 聚 會， 進 行 有 意 義 的 敬

12. 團契聚會能與當地文化相呼應。
教會繁殖者開始退出：
13. 教會繁殖者和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領袖的職責都分別制定清楚。
14. 大部分教會繁殖者撤出聚會。
15. 撤出的教會繁殖者把重點放在開始新
的信徒團體上（第四階段）。
16. 其餘的教會繁殖者在聚會中， 減少參
與的程度。

第六階段：培訓領袖

1. 家庭成員和朋友們開始一同探索福音的
大好消息。
2. 三個或三個以上的信徒同意在一個相互
委身的團體中， 共同跟隨耶穌。
3. 教會繁殖者們分享神在家人和朋友們當
中建立屬天團契的計劃。
4. 信徒們欣然接受神建立屬天團契， 與教
會繁殖者們一起， 決定一個符合當地文
化的定期聚會模式。
5. 信徒們學習肯認
， 並最大限度地在逐漸形
成的信徒團契中
， 使用自己的屬靈恩賜。
6. 年長的信徒示範出對聖經中有關「彼

定義
預備團隊準備好成為獨立的教會。 培
養可以很快就擔任長老職分的弟兄們。 教
會繁殖者的主要重點放在培養多位領袖
（提摩太後書二 2）
，而不是服事整個團契。

開始條件之標準
成員的委身：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已經
彼此承諾守約（或表達了彼此的委身），
並且將他們的聚集作為當地教會的表現形

此」之經文的理解， 以及這些經文如何
解釋基督徒群體的概念。

式。
規模： 十名或十名以上有穆斯林背景的基
督徒定期參加（包括信主的孩童）。 這不

7. 年長的信徒們已經採納一種適宜的方

一定意味著每次聚會都要有十人或是十人

法， 制約其群體中的團契之彼此相交
（如盟約）。

以上參加才可以， 只是需要有一些固定的
參與者（必須是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8. 該團體已經有明顯的身分象徵（如上，
透過盟約）。

而不僅僅是慕道友）。
廣度： 三名或三名以上有穆斯林背景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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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長、 更成熟的弟兄正在接受培
訓
， 以擔當團體聚會的領導責任
。
5.信徒們承擔聖經指導的責任。
6.老信徒主持聖餐儀式。
7.初始領袖出現並發揮牧者的功用。
8.在信徒們的家庭中， 屬神的特質不

© Caleb Project

斷增長， 為他人作出榜樣。
9.恩賜得到鼓勵和發展
， 以建造教會
。

同輩、 同工與弟兄

婚基督徒弟兄定期參與。
領袖： 至少一名關鍵穆斯林背景弟兄， 已
經明顯顯示出其「造就中的長老」的特
質， 被小組中其他人當作領袖看待， 並承
擔越來越多的領導和教導責任。
活力：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並不全都是
隱藏著信仰的祕密信徒。 有些信徒已受
浸， 面臨著逼迫或嚴重的威脅， 但卻也安
然無恙， 繼續持守著他們的信仰， 並在人
面前繼續承認主基督的名。 （見馬太福音
十 32）

在團隊中操練使人和睦的技巧：
10.人們在團隊中彼此互相包容， 彼

此饒恕。
11.團契正視
、規勸並指正偏離的成員
。
12. 迴避； 避免與耽溺在罪中的人相交。
培訓並肯認領袖：
13. 性格在彼此相交中的婚姻裡得培育。

14. 團隊領袖的觀念被教導並執行。
15. 領袖們辨明主的旨意， 並將主的旨意
教導給整個團契執行。
16. 領袖在團隊中解決紛爭及使人和睦的
問題上的位置被教導並執行。 見第六
階段的「使人和睦的技巧」。
17. 興起的長老被任命（暫時性領導）。
18. 成熟的姊妹也在事奉中被肯認出來。

目標
設立兩名或兩名以上的長老（最好是
三名或三名以上）。 見第七階段的「開始
條件」。

行動
領袖們出現：
1. 老信徒已經為新信徒施浸。

19. 關於領袖指派問題的分歧得到解決。
20. 領袖們開始牧養教會並執行教會紀律。
21. 領袖們尋找新弟兄以培養成為領袖。
22. 領 袖 們 開 始 為 新 的 領 袖 們 作 門 徒 培
訓。 （見第四階段的「訓練信徒們」
和第六階段「領袖們出現」。 ）
23. 教會繁殖者不經常出席團隊聚會； 由

2. 老信徒正在對新信徒進行門徒培訓。

領袖們帶領。
24. 教會繁殖者不經常出席領袖會議。

3. 年長的姊妹教導新信主的姊妹關於提多

25. 長老們被正式授以聖職。

書二章的技巧。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第七階段：再生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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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聚集（聖經學習）開始， 或所有責任
由該教會負責（若該教會是由其他教會

定義
發展教會的再生、 其他新的教會繁殖
方法或暫時幫助新教會。 教會繁殖者的任

繁殖者所建立）。
5. 領袖們開始與新聚會之正在興起的領袖

務並不是全職幫助那個他們已經建立起來

們聯絡， 並負責部分對他們的培訓。
6. 領袖們正式確立新興起的領袖（暫時性

的教會， 而是與當地信徒一起建立更多的
教會。

長老）。
7. 兩個團契的領袖們開始定期聚會。
8. 長老們擔起更多的責任， 以發展新團契

開始條件
多名符合聖經標準的長老在第一處教

中的領袖。
9. 一個新的團契聚會開始。

會（滿足「關鍵群眾」要求）中， 被認可
並被正式任命。 牧養該教會的當地權力和

10. 團契之間相互照顧並分享資源。

責任僅限於當地的領袖。

契）之間被操練。
12. 長老們（可能與教會繁殖者一起）在

開始條件之標準

新的團契中為新領袖按手。
13. 團契間和領袖間的關係被理順並正式

成員的委身： 與第六階段相同。
規模： 與第六階段相同， 並符合「關鍵群
眾」要求。
廣度： 與第六階段相同， 並符合「關鍵群
眾」要求。

11. 使 人 和 睦 的 技 巧 在 領 袖 們（不 同 團

確立（透過誓約）。
14. 使人和睦的技巧在團契和各團契領袖
間被操練。
15. 教會繁殖者把最初的團契交託給神，

領袖： 多名（至少兩名）符合聖經標準之
有穆斯林背景的長老在第一處教會（滿足

極少拜訪團契聚會。
16. 教會繁殖者們重新確定與領袖們的關

「關鍵群眾」要求）中， 被認可並被正式
任命。 牧養該教會的當地權力和責任僅限
於當地的領袖。

係為教練與被培訓者的關係， 只在受
邀請的情況下才參加領袖聚會。

活力： 與第六階段相同。

17. 新教會由當地教會繁殖者建立起來。
大使命的異象：

行動

18. 在當地範圍以外建立教會的異象被發展
。

再生開始：
1. 團契在再生團體方面透過集中的教導得

19. 該異象包括任命、 培訓和派遣當地教

著預備。
2. 團契欣然接受再生的目標。
3. 成員們開始尋找新的和平之子， 並在他
們周遭開始新的團契。

會繁殖者前往其他城市和國家。
20. 領袖與大會交流異象。
21. 派遣當地信徒團隊的方法被設計出來。
22. 教會繁殖者或與一個前線差會團隊，
或與其他團隊一起被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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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的團契被建立。
24. 當地教會繁殖團隊被派出。
進深閱讀
Greg Livingstone, Planting Churches in Muslim
Cities: A Team Approach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4).

Trent Rowland and Vivian Rowland, Pioneer
Church Planting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2001). www.calebproject. org.
Tom A. Steffen, Passing the Baton: Church Planting That Empowers (La Habra, Calif.: Center for
Organizational & Ministry Development, 1997).
www.comd.org.

拓植容納穆斯林女性的教會
愛弗蘭（Fran Love）
房屋因智慧建造， 又因聰明立
穩； 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美好

亞」將被神所使用， 作為接觸他人的關鍵
橋樑， 與典型的以男性為主的文化慣例正

寶貴的財物。 （箴言廿四 3-4）

好相反（見使徒行傳十六章）。 其次， 在
穆斯林世界工作的經驗， 證明福音之路並

當丈夫和我在印尼建立教會時， 我總
是認為這間教會是在智慧和聰明的基礎上

不總是隨著這些通往神的男性紐帶。 當人
們把這個觀點實際應用於在穆斯林當中建

建立的， 而且箴言廿四章 3 至 4 節中所提
到的美好寶貴財物就是指穆斯林女性。

立教會的時候， 這種觀點是不充分的， 因
為它支持的策略幾乎僅限於接觸男性， 女

從我二十年服事穆斯林的經驗和與同

性根本未被包括在內。 所以我為之冠名
「性別盲目宣教學」。

工們的討論中， 我總結出一點： 由於被我
稱 作「性 別 盲 目 宣 教 學」（gender-blind

當男性把他們的生命交託給耶穌基督

missiology）的理論， 穆斯林女性通常不
被考慮進教會繁殖的策略中。 根據該理

後， 又接著在他們新得到的喜樂和愛中，
把耶穌介紹給家族中的女性時， 那是多麼

論， 宣教士們需要影響一家之主和眾領
眾， 也就是指那些帶領他們家族和在他們

的不可思議！可悲的是， 在許多國家裡，
事情不總是這樣發生的。 在葉門、 孟加

權柄之下的人。 即使基於常識， 很可能基
本上是正確的， 這種理論代表著一個不完

拉、 中國、 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和
土耳其服事穆斯林的福音工人們報告說，

全的觀點， 不光是因為聖經裡的原因， 也
有其實際的原因。

即使男性成為基督徒， 女性也沒有改變信
仰。 他們列出了幾個原因。

首先， 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的「呂底
愛弗蘭在印尼出生、 成長。 後來她同丈夫一起搬回印尼， 生活在穆斯林們中間， 向他們學習並幫助他們瞭解、 經
歷耶穌賜給他們的愛與能力。 目前， 她居住在英格蘭。
改編自 Fran Love, “Church Planting That Includes Muslim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3, no. 3
(July-September 1996), pp. 135-38. www.ijfm.org.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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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只有少數的女性信主

宗教問題， 男人們和女人們之間的嚴格區
別就更為明顯了。 婦女極少參加清真寺，

首先， 在許多穆斯林男人的觀點裡，
穆斯林婦女既不配談論屬靈問題， 又沒有

就算是去了也是坐在幔簾後面。 宗教討論
幾乎只能在男人們之間進行， 很少出現在

興趣談論屬靈問題。 很典型的， 當一個歸
主後的穆斯林被問及為什麼沒有帶他的妻

女人們之間的談話中， 而且永遠不會出現
在男女對話中。

子參加基督徒的聚會時， 他會說： 「她是
女人， 她不會明白的。 」可悲的是， 我們
的宣教士， 特別是姊妹們， 又強化了這種
陳規， 抱怨著穆斯林女性如何對談論神的
事不感興趣。 她們說試圖把神加入談話的
內容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 因為穆斯林女

第四個原因是歸主的男人們的個人恐
懼。 一個男性基督徒可能擔心他妻子的家
人會逼她與他離婚。 他可能還擔心會遭到
家庭裡女人們屬靈方面的報復， 由於穆斯
林女性們當中參與精靈崇拜和巫術活動的

性寧願聊聊市場上蔬菜的價格、 烹飪、 帶
孩子和節育的方法。

高比例人數， 這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 接
著他會擔心， 一旦他的妻子也信了主， 整
個家庭會被貼上基督徒的標籤， 那麼也就

其次， 指派給穆斯林女性的宗教角色
強調， 成為好穆斯林就意味著她們必須成

意味著一連串的嚴重後果： 社會排斥、 經
濟壓力和子女們極其有限的受教育的機會
。

為好妻子、 好女兒。 當一個男人的宗教習
慣
委身於神其直接與神聯繫在一起

急需：一個包容性的策略

時， 婦女則直接與她生活中的男人聯繫在
一起； 對她父親、 丈夫、 兄弟和叔父的委
身。 一個穆斯林婦女生命的價值， 是藉著

單單以上這四個原因， 就已經剝奪了
許多女性， 即未得之穆斯林世界的半數得
到福音的機會。 我寫這份報告的目的， 就

她帶給家庭榮耀的程度來衡量的。 1 這種
思維方式甚至成了新歸主的男性的特徵。

是為了尚未意識到「性別盲目宣教學」所

他覺得鼓勵自己妻子和女兒與神建立單獨

略。 在先與男性分享可以作為主要範例的
同時， 我們需要一個包括穆斯林女性的綜

的關係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她們只要為他
帶來榮耀就足夠了。
第三， 女人們被認為是會危及男人們
全心追求真神的。 法蒂瑪（Fatima Mernissi）在《揭開面紗》（Beyond the Veil）一
書中寫道， 丈夫與妻子的關係是「如此糾
結， 構成一個直接威脅到男子對真主安拉
的忠實。 若要完全忠於真主安拉， 男人要
無條件地把自己的精力、 思想和感覺完全
投進他的真主那裡。 」2 基於這個原因
（在大多數穆斯林國家裡）， 一旦牽扯到

帶來的衍生影響的教會繁殖者們之補充策

合策略。
宣教士們正越來越重視這種不公正，
並開始以三種方式來有意識地導正這個問
題： 第一， 透過教導聖經的話語並樹立個
人的榜樣， 男性宣教工人可以激勵新信主
的弟兄； 第二， 宣教士的妻子們將對個人
的關注和服事， 完全投入到當地的女性身
上； 第三， 團隊們有意識地將策略重點放
在接觸穆斯林女性上。
既然穆斯林女性明顯不會自動自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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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 或就算她們的丈夫或父親信了主，
她們也不會就此信主， 因此我們應該摒棄

伊斯蘭文化裡， 女性所面對的是： 極低等
的地位、 多妻制、 隨意離婚、 切割女性生

新信主的穆斯林弟兄會為我們承擔所有重

殖器官（或稱女性割禮）、 強迫佩戴面紗
（在基本教義派控制地區）； 若被強暴，
則會入獄或被迫離婚， 甚至是榮譽處決

任的期望。 我們面向穆斯林的事工， 必須
由智慧、 聰明和知識作支撐（見箴言廿四
3）。 對我而言， 前線差會所發展之教會
繁殖的七個階段項目， 把宣教士們帶領到
一個明智的計劃裡面， 而這個計劃可以讓
新教會裡坐滿美好寶貴的財物
穆斯林
女性。
在下文的「教會繁殖的七個階段： 階
段與活動清單」中所論述的步驟， 指導教
會繁殖團隊從事工的最初階段， 一直到他
們自身的再拓植， 直至他們退出實地禾

（honor killings）。
耶利米， 這位流淚的先知， 使我們不
得不心生佩服他的憐憫之心： 「我的眼多
多流淚， 總不止息， 直等耶和華垂顧， 從
天觀看。 因我本城的眾民， 我的眼， 使我
的心傷痛。 」（耶利米哀歌三 49-51）

準備撒種
一位宣教士姊妹在第二階段殷勤的工

場。 3 此活動清單， 可以作為宣教差派機
構追蹤確認團隊在教會繁殖過程中， 其進

作， 平衡家庭和團隊需要的同時， 還要在
新的文化環境下營造一個家。 在她盡力的

程之衡量標準； 同時亦可作為幫助宣教士
們看清楚， 究竟需要採取哪些後續步驟之

求生存、 瞭解和被瞭解的同時， 那一長串
的活動清單可能讓她招架不住。 然而對在

指導手冊。 我在每一個階段都標出了重
點， 並加上個人和其他人的例子， 以說明

穆斯林中間工作的女性而言， 第二階段還
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 這方面如果未得
到任何耕耘， 最終會讓她們可能擁有的任

一些有特殊意義的想法、 態度和活動（以
協助其他的宣教士）。 這些想法、 態度和
活動， 可以輔助宣教士們更有效地服事穆
斯林女性。 我所提出的建議， 旨在鼓勵姊
妹們與她們的男性同工們一起工作、 建立
教會， 以使穆斯林男人和女人們一起參與
加入教會。

何事工帶來隱憂： 即要成為一個舉止端莊
的女性。 唯有這樣的女性， 才能受到穆斯
林家庭， 特別是穆斯林男性的信任。 女性
福音工人遵守當地社會認為體面和適當的
規範， 會是她們面對穆斯林女性事工的有
效性和長久性的關鍵所在。 發展並表達可

發動團隊

信任感的最好方式， 包括注重服裝、 公共
舉止和在有男性出現的場合下端莊等方

在第一階段， 最重要的活動是為憐憫
的禱告。 穆斯林女性可能表現出難以接

面。 我們的文化傳統， 有時還包括我們所
謂在基督裡的自由， 常常使我們對聖經中

近， 總是被摭掩在面紗的後面， 生活在完
全封閉的空間裡。 對接觸她們所產生的疑

關於端莊的教導變得麻木不仁（參提摩太

慮， 會被對她們的深切憐憫， 和對伊斯蘭
文化對她們所造成傷害的瞭解而解除。 在

前書二 9-10； 彼得前書三 3-4）。 我們知
道一位穆斯林女性的面紗和服裝， 幾乎覆
蓋了她整個身體， 這是符合伊斯蘭教法規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443

定的， 再無其他意義， 也不值得仿
效。 不幸的是， 我們對伊斯蘭文化
的欣賞和尊敬之缺乏， 傳遞了一個
訊息， 不是與在基督裡的自由相
關
， 而是與性別上的自由相關。
一位美國的福音工人述說了她
自己的經歷。 她邀請一位穆斯林婦
女去她家作客， 但並不知道她的朋

意注視她的眼睛， 也不願意說話。
這位朋友滿心疑惑地想要盡力猜

© Caleb Project

友會帶丈夫一起來。 那位婦女整個
晚上都表現得相當冷淡， 甚至不願

刻意將女性包括在其中

想， 為什麼她的朋友在態度上會有
那麼大的變化。 後來， 她終於意識到自己

一直穿著牛仔褲， 而沒有在她朋友的丈夫
抵達時， 換上較為端莊的服飾。 自從那次
之後， 她的穆斯林朋友再也沒有拜訪過
她了。
我剛到亞洲宣教的時候， 想要邀請我
的朋友們一起到城裡逛街、 吃東西
這
是美國女性普遍的消磨時間方式。 那些穆
斯林妻子們後來終於鼓起勇氣告訴我， 她
們的丈夫非常生氣， 因為得體的女性不應
該白天的時候出門， 倒應該留在家裡做家
事、 照顧孩子。 丈夫們懷疑起了我的用
意， 他們覺得我是把他們的妻子帶向輕
浮、 放蕩的行為。

撒種
你會一再聽到一些在穆斯林當中工作

多。 穆斯林男人們非常喜歡辯論神和宗教
問題。 我回答說， 男人們可能喜歡談論
神， 但是女人們喜歡談論生活。 這對我們
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聖經裡述說了許
多關於生活的問題。 在第三階段， 最重要
的任務， 就是把神帶入穆斯林女性的日常
生活裡。 宣教士姊妹們已然找到了許多有
創意之分享福音的方法： 教授各種技能課
程、 可共用的活動和團體活動， 各種慈善
事工， 諮商輔導， 並當著她們的面開口大
聲禱告， 為她們也與她們一起禱告。 隨著
不斷地城市化， 穆斯林女性的匿名性和獨
立性（從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也不斷地
擴大， 我們的機會也會不斷擴展， 甚至是
以極現代化的方式， 如為受虐的婦女提供
安置， 並為有危機的家庭進行諮商輔導
（特別是針對兒童吸食毒品和性濫交），

的宣教士們， 說起穆斯林女性不願意談論
神： 「我們怎麼能向那些沒有屬靈饑渴的
人傳福音呢？」一位男性同工告訴我， 他

提供就業輔導， 並協助為平衡工作與家庭
需要而備感壓力的女性們。 4

感到非常遺憾， 因為與穆斯林女性分享福
音， 要比與穆斯林男性分享福音難度大得

裡， 使她們對現實的感知得到重新塑造，
我們的事工將會極為有效。 我們無法改變

如果把神介紹進入她們個人的世界

444

斳雓 伊斯蘭世界

她們的丈夫們可能會娶更年輕的妻子的事
實， 但是我們可以告訴她們， 神是如何地
愛她們， 神又是如何地看待婚姻。
一名在摩洛哥工作的宣教工人， 分享
了一個把神帶入每天的日常談話的特別方
法。 在與好幾位鄰家婦女結交成為朋友
後， 她被問起關於一個特定主題的想法。
她很有智慧地從一個文化觀點來回答：
「我只是一個女人。 我的想法並不重要。

卻從沒有策略性地思考， 該如何使女性也
可以參與其中。 西方教會學中， 只有弟兄
可以擔任長老和牧師觀點的自動應用， 可
能並不適用於在宗教聚集中， 男性和女性
不能混合的文化。
與在基督徒聚集中， 穆斯林男性和女
性混合的有關問題， 曾被提出來過。 有一
次， 一位在斯里蘭卡工作的福音工人問

但是我知道我的先知是怎麼說的。 」她停
頓了一會兒。 那些朋友們興趣大增地問

我， 該如何處理年長的女性拒絕與男性同
處一室的問題； 還有那些不願意成為基督
徒的女性， 因為她們聽說她們必須得由男

她， 先知是怎麼說的。 幾次這樣的對話以
後， 那些女性朋友們開始問她， 先知對一

人為她們施浸； 還有些女性覺得與男性一
同聚會或在晚上聚會極為不妥， 於是要求

些影響所有女性的非常私人的問題之看

只與女性見面， 而且只在中午的時段。
因為這些需要， 我們應該把教會拓展

法， 如離婚、 婚姻關係等等。

門徒培訓和開始教會

的過程， 當作一個從剛興起的教會到一個
建立起來的教會之連續體， 並在那個連續

為信徒們作單獨的門徒培訓， 並把他
們聚集一起成為團契小組， 是第四階段的

體中為一個純女性的團隊提供條件。 如此
的一個團隊， 會如其他任何教會一樣， 得

主旨， 對確保培訓小組成為教會， 而且有
穆斯林婦女參加是非常關鍵的。 一次又一

到餵養和發展， 並謹慎地允許這個團體自
然地融入到由弟兄和姊妹共同參與的更大

次， 故事的梗概都幾乎相同： 團契小組掙
扎著存在， 因為都是由單身的男性所組

的教會中。
在解釋經文時， 應該特別注意聖經中

成， 來自各地方的禱告請求， 都是希望能
有女性信主， 好讓弟兄們可以娶基督徒妻

女性的生活： 在以色列宗教體系當中， 女
性有哪些服事方向。 還有， 後來初代教會

子。 基督徒的婚姻為教會帶來穩定性， 並
使整個家族都歸向主， 改變剛出現的、 不

時期， 在保羅的教會拓展事工當中， 女性
起了哪些作用？當時對女性的文化觀點，

完全的團契小組， 而使其成為建立起來
的、 完全的教會成為可能。

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伊斯蘭文化下的觀點，
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如果那些屬神的婦女

在這個階段， 宣教工人們需要形成一
種特定的教會學。 既要反映當地文化現實

完成了她們當時的作為， 我們也應該期待
今天的穆斯林姊妹們能夠完成同樣的作

的男女交往情況， 和對女性在教會裡應盡
職分的聖經解釋， 又要反映服事女性之實

為。 但我們要為像呂底亞、 百基拉、 非
比、 猶尼亞、 友尼基、 羅以、 多加等女性
禱告。 （參使徒行傳九章、 十六章、 十八

際的神學。 我所關心的是， 雖然我們把這
部分稱作建立教會的最關鍵階段， 但我們

章； 羅馬書十六章； 提摩太後書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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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處理她們現實需要的結果， 第四
階段裡最重要的活動， 即必須發展服事女

的愛， 驅使她們學習如何禱告、 如何教導
聖經故事， 並同時背誦經文。

性的實際神學。 這不只涵蓋了把聖經應用
到她們的生活中， 還意味著建立一個教會

訓練領袖和退出

體系， 和在這個體系內的服事事工。 在這
些事工中， 她們要能夠感受到安全和舒

這個階段包括透過發展、 訓練和指派
領袖， 來成全該教會。 許多人說， 教會建

適， 並可以在她們的恩賜上成長， 與主同
行。 這個環境在家庭聚會中是最容易實現
的， 也是在多數穆斯林環境中的普遍現

立完成時， 即是當男性長老被完全釋放進
入領導角色的時候。 由弟兄們作長老是很

象， 但是可惜的是， 許多實地的宣教士們
卻沒有建立這樣的家庭教會的經驗。 他們
試圖或盡力複製傳統教會結構的各項事
工， 卻在不經意間失去了許多家庭教會力
所能及的機會， 更快速、 深刻的屬靈成
長， 特別是對女性而言的機會。
家庭教會為穆斯林女性提供了無數的

重要的， 但不並一定是一個自給自足的、
正在成長中的穆斯林基督徒教會所需要的
唯一領導形式。 老年婦人指教少年婦人也
必須被實行（提多書二 3-5）， 她們的領
導角色和責任的定義乃為： 作為長老、 牧
師、 資深牧者、 守望者， 將被宣教士們所
塑造。 我呼籲越過頭銜和辦公室的限制，
來達到一種最適合穆斯林女性的教會領導

優勢。 它們一般都圍繞著家庭網絡而形
成， 而且是女性覺得最舒服的環境。 她們

方式： 女性領導女性， 與男性合作共事。
當我們在印尼建立的教會之牧師接受

在熟悉的環境下與熟悉的人一起， 會感到
更安全。 因為家庭教會較不依賴單一位教

聖職的時候， 他的妻子也同他一起接受聖
職。 很明顯的是， 從一開始， 他們就是一

師， 而是較倚賴參與性的討論， 因而是鼓
勵女性提問問題， 並分享觀點的更佳氛

個團隊， 而且兩個人都為事工一同擺上。
幾年前， 當他們考慮這一步驟的時候， 他
們經過研究而採用了新約裡的百基拉和亞

圍。 家庭教會較不注重執行教會的形式，
而是較注重改變生命的轉換事工。 在這樣
的情況下， 一個穆斯林女性可以尋求並得
到有關於她生活方面的幫助， 且知道她的
丈夫和孩子們或其他的家庭成員也將受到
同樣的重視和幫助。 這個最重要的優勢，
就是家庭教會提供給女性發展恩賜和領導
能力的環境， 是教會的拓植所必需的。
我們曾使用過的一個培訓發展姊妹們
的實際方法， 是對子女的事工， 一個家庭
教會中自然、 無任何威脅的並且極為基礎
的方面。 女性們， 特別是母親們， 承擔了
子女們屬靈教育的責任。 她們對子女內在

居拉作為榜樣， 甚至給他們的其中一個兒
子起名為亞居拉， 更突顯了他們在領導方
面的團隊合作。
總而言之， 將穆斯林女性融入新建立
教會中的問題， 要透過為教會拓展的七個
階段都需要的特定和行動得到解決： 為穆
斯林女性的熱情禱告； 作一個令人尊敬的
女性來建立信任； 將神帶入她們的日常生
活中； 開展一個相關並有幫助的教義學，
具有現實意義的服事神學， 和符合聖經的
門徒培訓典範； 發展並指派女性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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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Christine Mallouhi, Miniskirts, Mothers, and
Muslims: Modeling Spiritual Values in Muslim
Culture (UK: Spear Publications, 1994).

2. Beyond the Veil: Male-Female Dynamics in
Modern Muslim Society, rev. e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
3. In Dick Scoggins and Jim Rockford,“Is Planting Churches in the Muslim World‘Mission
Impossible’?”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3, no. 2 (April 1997), pp. 156-65.
4. Bob Hitching, McDonalds, Minarets, and Modernity (UK: Spear Publications, 1996).

理想的女性
理想的女性是忠誠的、 貞節的， 就如法老的妻子和馬利亞

耶穌的母親一樣。

真主以法老的妻子， 為信道的人們的模範。 當時， 她曾說： 「我的主啊！求你在
你那裡， 為我建築一所房子在樂園裡。 求你拯救我脫離法老， 和他的罪行。 求你拯救
我脫離不義的民眾。 」真主又以儀姆蘭的女兒麥爾彥為信道的人們的模範， 她曾保守
貞操， 但我以我的精神吹入她的身內， 她信她的主的言辭和天經， 她是一個服從的
人。 （古蘭經六六 11-12）
而且女人要順服真主並順服丈夫， 而不是像挪亞和羅得的妻子那樣。
真主以努哈的妻子和魯特的妻子， 為不信道的人們的殷鑒， 她們倆曾在我的兩個
行善的僕人之下， 而她們倆不忠於自己的丈夫， 她們倆的丈夫， 未能為她們倆抵御真
主的一點刑罰。 或者將說： 「你們倆與眾人同入火獄吧！」（古蘭經六六 10）
她們樂於接受丈夫們幫助自己成為好妻子。
男人是維護婦女的， 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 又因為他們所費的財產。 賢
淑的女子是服從的， 是借真主的保祐而保守隱微的。 你們怕她們執拗的婦女， 你們應
該勸戒她們， 應該與她們異床而眠， 可以打她們。 如果她們服從你們， 那末， 你們不
要再想法欺負她們。 真主確是至尊的， 確是至大的。 （古蘭經四 34）
但是如果無法忍受她們的丈夫， 她們應當向真主安拉交託抱怨。
真主確已聽取為丈夫而向你辯訴， 並向真主訴苦者的陳述了。 真主聽著你們倆的
辯論； 真主確是全聰的， 確是全明的。 （古蘭經五八 1）
理想的女性應該像先知的妻子們那樣， 被稱作信徒的母親。

第十課 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447

先知對信士們的權利， 重於他們自身的權利， 他的眾妻， 是他們的母親。 ……先
知的妻子們啊！你們不像別的任何婦女， 如果你們敬畏真主， 就不要說溫柔的話， 以
免心中有病的人， 貪戀你們； 你們應當說莊重的話。 你們應當安居於你們的家中， 你
們不要炫露你們的美麗， 如從前蒙昧時代的婦女那樣。 你們應當謹守拜功， 完納天
課， 順從真主及其使者。 先知的家屬啊！真主只欲消除你們的污穢， 洗淨你們的罪
惡。 你們應當謹記在你們家中所宣讀的真主的跡象和格言， 真主是玄妙的， 是徹知
的。 （古蘭經卅三 6， 32-34）
理想的女性是端莊的。
你對信女們說， 叫她們降低視線， 遮蔽下身， 莫露出首飾， 除非自然露出的， 叫
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 莫露出首飾， 除非對她們的丈夫， 或她們的父親， 或她們的丈
夫的父親， 或她們的兒子， 或她們的丈夫的兒子， 或她們的兄弟， 或她們的弟兄的兒
子， 或她們的姐妹的兒子， 或她們的女僕， 或她們的奴婢， 或無性慾的男僕， 或不懂
婦女之事的兒童； 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 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 信士們啊！你
們應全體向真主悔罪， 以便你們成功。 （古蘭經廿四 31）
理想的女性是虔誠的， 履行真主安拉和他的使徒， 先知穆罕默德的所有律法。
順服的男女、 信道的男女、 服從的男女、 誠實的男女、 堅忍的男女、 恭敬的男
女、 好施的男女、 齋戒的男女、 保守貞操的男女、 常念真主的男女， 真主已為他們預
備了赦宥和重大的報酬。 （古蘭經卅三 35）
因此， 她們在天上的獎賞是大的。
真主應許信道的男女們將進入下臨諸河的樂園， 並永居其中， 他們在常住的樂園
裡， 將有優美的住宅， 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悅。 這就是偉大的成功。 （古蘭經九 72）
但是如果她們既不服從安拉， 也不服從他的使徒， 她們將在地獄裡被火焚燒。
偽信的男女， 彼此是同類的， 他們勸惡戒善， 緊握雙手， ﹙不肯施捨﹚， 他們忘
記了真主， 主也忘記了他們。 偽信者就是放肆者。 真主應許偽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
他們將入火獄， 並永居其中， 火獄是足以懲治他們的。 真主已詛咒他們， 他們將受永
恆的刑罰。 （古蘭經九 67-68）
摘自： 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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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與離婚
古蘭經特別禁止強娶穆斯林女子。 當一名穆斯林女子結婚時， 她從她父親的權利下轉
到她丈夫的權利下。 在許多社會裡， 她還要搬到她丈夫的家住。 通常， 妻子按照婚姻契約
（marriage contract）的規定， 會得到一定的財產或嫁妝， 旨在離婚或守寡的情況下， 得以
維持她的生活。
在古蘭經中， 有兩段經文深深地影響著妻子們的命運： 「……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
的女人， 各娶兩妻、 三妻、 四妻； 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 」（古蘭經四
3）「如果你們厭惡她們， ……可以打她們。 」（古蘭經四 19、 34）穆罕默德使這些特權
的負面影響， 最大限度的得到限制： 他堅持， 因為男人們「不能公平地待遇眾妻」（古蘭
經四 129）， 他們至少應該履行對她們的義務， 而且只能在其他和解的辦法失效的時候打
她們。 但無論如何， 這些經文解放了男人們， 任他們肆意行事， 給許多女人造成了痛苦和
傷害。
「淫婦和奸夫， 你們應當各打一百鞭。 ……」（古蘭經廿四 2）「你們的婦女， 若作
醜事， 你們當在你們的男人中尋求四個人作見證； 如果他們已作見證， 你們就應當把她們
拘留在家裡……」（古蘭經四 15）然而， 即使是她被人玷污， 所懷的孕即可作為她「不
忠」的證據。
「如果你們怕夫妻不睦， 那末， 你們當從他們倆的親戚中各推一個公正人， 如果兩個
公正人欲加以和解。 ……」（古蘭經四 35）如果不能和解， 丈夫要歸還妻子的嫁妝。 在一
定的條件下（缺少經濟上的資助或拋棄）， 她可以與他離婚， 但丈夫必須同意才行。 通
常， 離婚的程序都是由男人開始的。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設定了行為上的規範， 但是我們罪的本性根本不尊重這些規範。
符合聖經的婚姻是以基督對教會的愛， 和他對天父真神的順服為榜樣的。 追隨耶穌的人有
可見的聖靈的力量， 使他們能夠無條件地去愛， 及無條件地委身。
摘自： 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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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至 C6 本土化程度
約翰‧ 崔維斯（John Travis）
C1 到 C6 本土化程度， 是將在穆斯

C1

林世界裡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團

傳統教會使用外來語言

體」（Christ-centered communities）， 相
較之下而產生的（簡稱 C， 或稱之為「相

有可能是東正教、 天主教或新教。 早
在伊斯蘭教之前。 數以千計 C1 教會仍然

信基督的信徒團體」）。 這個範圍內的六
個形態在語言、 文化、 敬拜形勢、 與他人

可以在今天的穆斯林土地上找到。 這些教
會中許多都反映出西方的文化。 在教會和
周圍的穆斯林社區中間， 通常存在著巨大

一起敬拜的自由程度， 和宗教身分上都有
所不同。 所有人都尊耶穌為主， 福音的中
心因素在各組中也都一樣。 該範圍試圖指
出存在於整個穆斯林世界中， 就種族、 歷
史、 傳統、 語言、 文化， 而且有些時候，
神學方面諸多的不同點。
這種不同， 意味著需要有大量的途徑
來有效地分享福音， 並在世界上一億多名
伊斯蘭教信徒中間， 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
團體。 該範圍的目標， 在於輔助教會繁殖
者和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們確定何種類
型之以基督為中心的團體， 可以從目標群
眾中吸引最多的人歸主， 而且在特定的條
件下最合適。 所有這六種形態， 目前在穆
斯林世界裡的有些地方都可以發現。

的文化差異。 在 C1 教會中， 就可能找到
一些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們。 C1 信徒們
稱自己為基督徒。

C2
傳統教會使用本族語言
除了語言之外， 基本上與 C1 一樣。
雖然使用了本族語言， 可是宗教辭彙可能
是非伊斯蘭詞語（明顯的基督教用詞）。
在穆斯林之間與 C2 之間的文化差距仍然
相當大。 通常在 C2 中， 可以發現比 C1 更
多的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今天， 大部
分在穆斯林世界的教會都屬於 C1 或 C2 之
類型。 C2 信徒們也稱自己為基督徒。

C3
註： 下文的「本族」（insider）指當地穆
斯林人口； 「外來」（outsider）指當地非

本土化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團體， 使用本族
語言和在宗教上中立的本族文化形式

穆斯林人口。

宗教方面中立的形式， 可能包括民族
音樂、 民族服裝、 藝術品等等。 伊斯蘭因
素（在出現之處）都被過濾掉， 而只用純
粹的文化形式。 目標在於透過使福音和教

崔維斯在過去的十八年中， 一直參與在亞洲的穆斯林當中建立教會的工作。
改編自 J ohn Travis, “The C1 to C6 Spectrum.”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2, no. 3 (July 1996), pp. 304-10. www.
billygrahamcenter.org/emis.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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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土化， 至聖經所允許的文化形式來減
少福音和教會的外來感。 許多人在教堂或

人而異， 也因群體而異。 C5 類信徒們定期
與其他的 C5 類信徒們聚會， 並與尚未得

是更中性的宗教場所會面。 C3 類的教會主
要由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所組成。 C3 信

救的穆斯林分享他們的信仰。 尚未得救的
穆斯林可能會把 C5 類的信徒當成神學方

徒們稱自己為基督徒。

面叛教的人， 而且最終會把他們從伊斯蘭
教群體中驅逐出去。 在整個村莊都接受基

C4
本土化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團體， 使用本族
語言和聖經所允許的文化和伊斯蘭形式
與 C3 相同， 不過， 聖經所允許的伊
斯蘭形式和做法也被應用其中（比如， 舉
起雙手禱告、 禁食； 避免吃豬肉、 酒， 並
把狗看作寵物； 使用伊斯蘭詞語、 服裝等
等）。 C1 和 C2 類之形式被儘量避免， 聚
會也不在教堂內舉行。 C4 團體基本上全部
由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所組成。 C4 類的
信徒們雖然已經非常本地化， 但通常仍然
不為穆斯林群體視為穆斯林。 C4 信徒們稱
自己的身分為「耶穌彌賽亞的追隨者」
（followers of Isa the Messiah， 或其他類似

督的地方， C5 可能會形成「彌賽亞清真
寺」（Messianic mosques）。 C5 信徒們被
穆斯林群體看作是穆斯林， 並把自己成為
追隨「耶穌彌賽亞」的穆斯林。

C6
由祕密或地下的信徒們所組成之小型以基
督為中心的團體
與在專政統治時期下受迫害的信徒們
相似。 由於恐懼、 孤立， 及各種來自統治
或社會立法或報復（包括資本的懲罰）等
方面的懲罰， C6 類信徒們祕密地敬拜基督
（單獨的、 或不常聚會的小組形式）。 許

的說法）。

多透過異夢、 異象、 奇蹟、 收音廣播、 小
冊子、 在國外時基督徒的見證、 或自己主

C5

動閱讀聖經來到主的面前。 C6 類（與 C5
類相反）信徒通常不願向人提起自己的信

由接受耶穌為主和救主的「彌賽亞穆斯
林」（Messianic Muslims）所組成之以基
督為中心的團體
C5 類的信徒們在法律和社會方面， 仍
保留在伊斯蘭教群體當中。 與「彌賽亞猶
太 信 徒 運 動」（Messianic Jewish move-

仰。 C6 不是理想的； 神喜悅祂的子民作見
證並經常聚會（希伯來書十 25）。 儘管如
此， C6 信徒們也是我們在基督家庭裡的一
分子。 雖然神可能呼召一些人忍受苦難的

ment）相仿， 伊斯蘭神學不符合聖經的方
面被排斥， 或者如果可能的話被重新解

生活、 坐監或是殉道； 祂可能會喜悅有些
人在暗中敬拜祂， 至少是一段時間。 C6 類
信徒對穆斯林群體來說還是穆斯林， 且他

釋。 在團體伊斯蘭式敬拜中的參與程度因

們也自認為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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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本土化程度
以基督為中心的團體之描述

自我認同

穆斯林的看法

C1

對穆斯林林群體來說， 在文
化上和語言方面都具外來性

「基督徒」

基督徒

C2

像 C1， 卻說穆斯林所使用的
語言， 雖然他們的宗教詞語
是非常明顯的非穆斯林詞語

「基督徒」

基督徒

C3

像 C2， 但使用非伊斯蘭文化
因素（服裝、 音樂、 飲食和
藝術）

「基督徒」

基督徒

C4

像 C3， 但使用聖經所接受的
伊斯蘭做法
不是教會

「爾薩的追隨者」

某種基督徒

C5

在穆斯林群體內的穆斯林聚
集， 以基督為中心
不是教會

「爾薩的穆斯林追隨者」
不是基督徒

一種奇怪的穆
斯林

祕密的信徒， 可能也可能不
在穆斯林團體的宗教生活中
活躍參與
可能是地下教會

私 下 的「爾 薩 的 追 隨
者」， 或「爾 薩 的 穆 斯
林追隨者」或基督徒

穆斯林

C6

改編自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5, no. 2 (April 1999), p. 190.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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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移民
許多歐洲的偉大城市， 如羅馬、 巴黎、 倫敦、 阿姆斯特丹， 伴隨著移民和難民湧入這
些大陸， 已經成為許多文化和語言的新家園。 有些來自非獨立的歐洲殖民地， 來到這裡尋
找機會和更好的教育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數以千萬的移民成為雇工， 幫助重建歐
洲， 最後把他們的家庭也帶到歐洲， 直到在那些城市安頓下來。 許多難民仍然奔向歐洲，
逃離戰爭、 饑荒、 經濟蕭條和其他的環境。 1
截至 2010 年， 在歐洲有近四千七百三十萬人在外國出生的孩子， 而 2011 年有近三十
萬人尋求政治庇護。 這些新居民中有許多穆斯林， 大部分來自中東、 北非和近撒哈拉非
洲， 以及西南歐（大部分是波斯尼亞、 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人）。 在歐洲， 伊斯蘭教不斷
擴展， 依靠極高的生育率及同樣透過移民， 伊斯蘭教儼然成了現今歐洲的第二大宗教。 2
許多歐洲本地人把這些新居民當成外來者， 而且他們認為都市的問題， 都是由這些外
來人口造成的。 專欄作家湯瑪斯．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指責， 歐洲並沒有成功地
「融合並使用歐洲不斷增長的穆斯林少數民族， 而這些穆斯林都感到強烈的被排斥。 」3
一位住在布魯塞爾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年輕人， 說出了許多移民的心裡話： 「我並不
屬於這裡。 我們度假的時候去北非， 卻被人嘲笑， 因為我們阿拉伯語說得不好……。 度完
假後， ……我們回到在歐洲的家， 而在那裡， 我們是『骯髒的阿拉伯人』。 」4
1.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The New Faces of Europe (Littleton, Colo.: Caleb Project, 2003), p. 2.
2. Patrick Johnstone and 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 (Waynesboro, Ga.: Paternoster USA, 2001), p. 54.
3. Thomas Friedman, “War of Ideas, Part 6,”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2004), p. 15.
4.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p. 5.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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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遠才算太遠？
大衛‧ 瑞西（David Racey）
在一次福音本土化的大膽嘗試中，
五名基督徒在開羅， 其中有三名美
國人、 一名紐西蘭人和一名埃及人， 嘗試
著挪走阻礙福音的障礙。 這幾名西方人像
周圍的穆斯林們一樣， 蓄起了鬍鬚， 並且
他們的妻子也戴上了面紗。 他們把自己稱
作「追隨基督的穆斯林」。 那幾位美國人
是一個西方帶職機構的雇員。 穆斯林鄰居
們開始聽到有關耶穌的事， 其中有些決定

再者就是因為他們擔心妥協和混淆

但

是在實地卻無法避免。 如果我們不使福音
本地化， 福音就會對我們的聽眾們顯得無
關緊要。 然而， 我們必須保證進行本土化
的時候， 既要對當地文化保持敏感， 又要
對聖經的話語保持忠實。

廣義和狹義上的本土化
本土化廣義上的定義是「任何透過包

要跟隨耶穌。 那些跟隨的人被教導保持所
有伊斯蘭的形式， 但卻更改了一些背誦的

括目標文化中的民俗、 語言和傳統等因
素， 把福音放入一種更易理解的、 文化上

句子。 一切都如常進行， 至少在一段時間
內是如此。

更 相近 的 形 式。 」1 狹 義 上（嚴 格 意 義

但是一天晚上， 當地政府卻捶開他們
的門， 把他們逮捕起來， 罪名是「利用宗
教侮辱伊斯蘭教， 並且煽動宗派叛變」。
大量與基督教有關的讀物被發現。 這五個
人在被審訊後， 都被關入監牢。 他們的家
人也遭到騷擾， 之後又被驅趕出他們的
家。 那位埃及人與他的西方朋友們被分
開， 被綁在一張精神病監獄的床上。 人們
還把野貓扔到他胸前。 最後， 遭受四十五

上）的定義， 也是由在中東地區工作的許
多基督徒工人所接受的定義， 也許被稱作
伊斯蘭化（Islamization）更好些， 是在表
現上和行為上儘可能接近伊斯蘭， 同時保
持與基督的聯合。 它意味著採用伊斯蘭的
名字和服裝， 並在個人良心允許的情況
下， 遵守伊斯蘭教的五大教義支柱。
狹義上的實踐者說， 他們希望以文化
內部人士的身分出現， 所以穆斯林們不會
因為不應該的原因而拒絕福音。 他們還希

天的監禁和西方政府不斷地施壓之下， 其
餘四人被釋放並被驅逐出埃及。

望能夠提供一個典範， 為尋求者所觀察，
為新信徒所學習， 並顯示出一個穆斯林可

然而， 無論如何， 本土化保留了下
來。 跨文化工人或許會儘量避免它
或
者是因為需要改變個人的整個生活方式，

以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而不會成為「文化
叛徒」。 因著文化與宗教非常緊密地結合
在一起， 廣義上的本土化在穆斯林國家變

瑞西是恩光使團（Christar）， 前身為國際傳道會（International Missions, Inc. 簡稱 IMI）之福音工人， 曾在中東生
活了九年。
改編自 David Racey, “Contextualization: How Far Is Too Far?”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2, no. 3 (July 1996), pp.
304-09.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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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難以實行。 越是接近伊斯蘭文化， 越是
接近伊斯蘭宗教行為。 因此， 我們必須要
仔細思考如何應用狹義上的定義。
例如， 我們不能反對某些事物， 像吃
當地食物、 遵守當地習慣， 或甚至是搬走
教堂裡的長板凳， 以方便歸主的穆斯林信
徒脫掉鞋子參加敬拜。 但是應該允許作見
證的時候使用古蘭經嗎？可以使用真主安
拉這個詞， 來稱全能的上帝嗎？齋戒月的
時候也禁食嗎？在公眾場合為窮人禱告、
施捨？使用儀式化的禱告詞？穿著明顯的
穆斯林服裝？稱自己為穆斯林？在清真寺
裡朝向麥加與穆斯林們跪成一排祈禱？去

個人良心
一個人的良心可以幫助我們每個人持
守在神的旨意中。 當我們違反道德原則
時， 就 是 犯 罪（羅 馬 書 十 四 14、
22-23）。 在本土化過程中， 如果一個人對
執行某個伊斯蘭教習慣有任何質疑， 那麼
執行這個習慣就是錯的。
根據他個人的良心， 明瞭在何種基礎
上， 一個人判斷何為適宜的行為是很不容
易的。 而且， 我們都有一種奇異的能力可
以衡量我們的願望。 例如， 我們能夠說服
自己並自稱為穆斯林， 並沒有欺騙性。 我

麥加朝聖？背誦伊斯蘭信經？

們可以用理性來理解， 既然一個穆斯林的
定 義 是「一 個 委 身 於 真 神（God）的

我們需要一些答案。 我們需要知道在
何處劃下界限， 何時本土化已經走得太

人」， 所以基督徒們說自己是穆斯林是可
以接受的。 這可能會讓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遠， 何時我們的信仰已經被折衷？接下來
建議的一些原則， 可以作為準則。

感到不舒服， 但是我們越這樣做， 我們的
良心就反對得越少。

何謂教會？
一個當地的教會， 是普世教會的成員， 具有適當的結構， 彰顯自身合作的特征， 在其
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裡， 執行其敬拜、 教誨和外展的合作功能。
我們已經明確相信是一個自治的、 運作中之地方教會的基礎因素包括：
• 已受浸的信徒。
• 基督徒大家庭。
• 靈命成熟並在當地受人尊敬的領袖。
• 聚會場所獨立於外來教會繁殖者。
• 財務和事工的責任由當地團體承擔。
Wendell Evans, , Church Planting in the Arab-Muslim World (Upper Darby, Pa.: Arab World Ministries,
1986),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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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通常是判斷我們的見證是
否伊斯蘭化的唯一衡量標準。 如果
我的良心不譴責我， 那麼那種做法
肯定是合理、 合法的。 然而， 其他
的想法也需要考量。 團隊合一就是
其中之一。 共同的目標， 使得合作
成為可能。 這在我們的見證中， 既
要求合作又要求彼此間的協調（阿
摩司書三 3； 馬太福音十二 25； 以
弗所書四 2-3）。
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基督教工作
已經夠艱難了， 我們無需在程度上
有什麼分別。 合一是對所有團隊的

© Arab World Ministries

基本要求。 如果一個成員之本土化
的做法與其他成員的看法相抵觸，
團隊合一就被破壞， 而且整個團隊
會變得沒有果效。 有時成熟的團隊
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上， 會展開
兩種相反的看法。 在那種情況下，
友善的分離可能有所必要， 但是要
等到問題得到充分的討論， 並且採

有穆斯林背景之基督徒的團契聚會， 會是什麼樣子？

取認真的和解措施之後才可以實施。

目標文化的良知
羅伯特‧ 普里斯特（Robert Priest）提
出我們接觸一種新文化的方法， 不應該只
按照我們自身的標準來衡量， 反而要以我
2

們所服事者的顧慮來衡量。 換句話說，
要成為潔淨的器皿為主所用， 我們便必須

如在日本， 有些福音工人為他們獻身
於真理而感到自豪。 他們相信不計後果地
直接講述真理， 這麼做便是在投射一種屬
神的生命見證。 然而， 那些日本人只看到
這些福音工人對他人的感受漠不關心。 3 我
也曾遇過類似的敏感問題。 有一次， 我讓
一位上層社會的伊拉克女士坐在一位社會

在我們試圖接觸的人眼中是聖潔的（哥林

底層的拾荒者旁邊。 我以為我是在展示福
音的人人平等性。 但是她所看到的， 只有

多後書四 2）。 原則是， 我們的生活方
式、 我們的行為能夠得到我們所服事之人

我所表現出的不敬。
在伊斯蘭地區， 我們拒絕在公眾場合

的贊許或首肯。 如果我們不被視為是聖潔
的， 那麼我們所傳達的信息， 就會被視為

祈禱的時候， 其實是在忽略這一使自身行
為適應目標文化所期待的定義之原則。 耶

玷污了的信息而被拒絕。

穌曾勸戒我們要在暗中禱告（馬太福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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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但是祂也在公眾場合為他人禱告
（約翰福音十一 42-43）。 如果我們只在

來說是錯誤的， 可是卻在許多文化中受到
推崇。 穆斯林們可以憑著古蘭經起誓， 再

我們的女僕或朋友們不在的時候禱告， 他
們會以為我們從來就不禱告， 還會以為我

毫不在乎地自食其言， 只要其原因重要就
行了。 他們可能會曲解我們的聖經來證明

們是不聖潔的。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良知
上的顧慮， 與我們正試著適應並接觸的文

某一點， 或認可經過偽造的書卷如巴拿巴
福音（Gospel of Barnabas）之類， 但是如

化之良知上的顧慮大相徑庭。

果他們認為我們也那樣做的話， 他們卻大
呼無恥。

雙重標準
改變我們的行為來適應當地的風俗習

在那些不是特別伊斯蘭化的文化中，
在清真寺裡祈禱和自稱為穆斯林， 可能只

慣， 而又不試圖瞭解我們的朋友們對我們
行為的看法， 可能僅僅是在藐視對他們來

是一個信教之人的記號而已。 人們甚至會
把基督徒工人稱作穆斯林， 因為在他們看

說同樣重要的道德敏感性。 只是因為某些
事物不觸犯我們的良知， 並不意味著這些

來這個人是行義的， 即使他參加的是基督
教會並從事其他基督教活動。 在這樣的文

事物不會觸犯當地人的良知。 我們把真理
呈現給一個新的文化時， 尊重目標群體可

化群體中， 「伊斯蘭」這個詞的用途是非
常廣泛的。 它是指所有好的、 完整的， 甚
至囊括不同於傳統伊斯蘭教的神學偏差。

以接受的事物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不致被
認為是欺騙人的（以弗所書四 25）， 我們
必須瞭解在當地的文化當中， 哪些因素構
成欺騙， 特別是宗教方面， 而我們應避免
所有欺騙的表象。

然而， 身處嚴格的伊斯蘭文化中， 在清真
寺裡祈禱， 把自己稱為穆斯林， 還採用一
定的伊斯蘭行為， 所發出的是一個完全不
同的信號。 如果這個人不聲明棄絕與基督

誠然， 很難區分考量不周全或辦事聰
明與有欺騙之嫌的界限。 不同的文化群體

的聯合， 承認穆斯林信經， 以穆罕默德為
重， 那麼他就會被斷定是欺騙人的。 還是

所劃定的界限也不同。 問美國人感覺如何
時， 他們總是會說： 「非常好。 」不管他

那句話， 衡量當地人的標準， 要比衡量外
國人的標準寬鬆得多。 因此， 一個相信基

們究竟感覺如何。 阿拉伯穆斯林忍受生意
和性方面的欺騙程度， 遠遠超過美國人。

督的本地穆斯林繼續稱自己為穆斯林還說

阿拉伯穆斯林寧願撒謊也不願冒犯任何

得過去， 也不會被認為是蒙蔽人的行為。
對大多數人來說， 生來是穆斯林的， 永遠

人。 他們認為說自己沒錢， 總要好過拒絕
一個借貸的請求。 為一個好的結果而撒謊

都是穆斯林， 不管他到底相信什麼； 然
而， 稱自己是穆斯林的外國人， 被衡量的

是預料中的事， 既不會受良心的譴責， 也
不會影響聲譽。

標準是截然不同的。 透過使用伊斯蘭名稱
和習俗， 他們便是在表明他們和當地人一
樣； 之後， 當人們開始認識他們並發現這
並不是事實的時候， 人們就會指責他們欺

然而， 阿拉伯穆斯林們評斷宗教事務
時， 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且他們評價外國
人的標準也不一樣。 雙重標準可能對我們

騙人。 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 這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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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證就失去了可信性。

恩典

編者的話

我們因恩典得救， 又繼續靠恩典而活
（加拉太書二 14-16， 三 3）。 我們可以暫

至此， 作者在分析中一直非常清楚有
力。 反之， 瑞西（Racey）的結論
恩
典和以基督為中心的見證， 是我們所有人
都會矢志維護的， 是帶著一種非比尋常但
簡單扼要的口吻的。 有人盼望作者在解釋
其強烈反對本土化有關最後幾點的一些表
達方式的過程中， 能夠更完整一些。
我們也希望能有篇幅，能刊載在開羅
被捕的其中一位弟兄之妻子所寫的文章。
我們已將這篇文章張貼在我們的網站上。
讀者可至 www.encounteringislam.org/readings 瀏覽。

時活在律法之下而得在律法以下之人（哥
林多前書九 20）， 但生活卻絕不能變成以
律法為中心的生活； 我們的目標是教育並
釋放在律法之下的人， 而不是把自己和他
們推向律法（歌羅西書三 20）。 我們要成
為恩典的榜樣， 彰顯不受律法奴役的自由
（加拉太書四 9-10， 五 1）。
因此， 在極力使自己融入伊斯蘭文化
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保證不會使瞭解神恩
典的人跌倒。 我們難道真的希望我們所牧
養的人學習我們的樣子， 繼續墨守那些無
法帶給他們永生的陳規嗎？
在本土化的名義下遵守伊斯蘭儀式，
和宣講恩典的福音是自相矛盾
。 正如維廉‧

身體和靈魂的醫治
易卜拉辛（Ibrahim）， 一個重病患者， 四年前來到尼日爾的高珥彌醫院（Galmi Hospital）。 在他接受治療的過程中， 一位宣教士醫生與他分享了關於耶穌福音的大好消息，
並借他一本豪薩語（Hausa）聖經。 尼日爾的同工和宣教士們， 最近也製作了一卷以聖經
的角度回答穆斯林們一些普遍問題的話劇錄音帶。 易卜拉辛一次又一次地聽這卷錄音帶，
康復的時候， 他問是否可以把聖經和錄音帶一起帶回家。
四年後， 聽說他的宣教士朋友回來後， 易卜拉辛再次回到醫院。 他們好不容易有一段
獨處的時間， 他告訴醫生說， 因為他不斷地聽那卷錄音帶， 錄音帶都已經磨損了， 但是卻
使他確信耶穌就是那真正的道路。 他讓那名宣教士為他講解該如何才能成為耶穌的跟隨
者。 很快地， 易卜拉辛低下頭， 並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基督。 不久後， 他回到了他的村
子， 帶著一卷新的錄音帶放給他的鄰居們聽。
摘自： www.s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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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為中心的見證
本土化只是達到目標的方法
之 一。 一 個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見

© Caleb Project (Mike Staub)

證， 必須成為我們的目標（使徒
行傳四 12）。 我們應該看看自己
可以有多麼貼近基督， 而不是我
們可以多麼貼近當地文化。 基督
必須在我們所說和所做的一切事

哪些伊斯蘭教的形式符合聖經的本意？

上， 得到尊崇和榮耀。
我們如果允許穆罕默德， 或
其他任何宗教人物成為我們生活

索爾（William Saal）所說的： 「假設這些
儀式可以按照伊斯蘭律法所規定的儀式進
行， 卻完全意味著不同於這些儀式一直以
來， 對穆斯林們的意義是很天真的。 你透
過參與其中所可能希望傳達的訊息是無關
緊要的。 」4
丹 尼 斯‧ 格 林（Denis Green）解 釋
道： 「所有這些事物（伊斯蘭祈禱方式、
禁食、 遵守飲食規定和儀式上的潔淨等形
式）， 與在伊斯蘭教中得真主喜悅的必要
行為的共通之處， 極易導致一種持續倚靠
行為得救的情況， 而不是單單靠著信心得
救。 」5 還有， 難道忽略這些數個世紀以
來， 透過以上這些種種儀式把人們束縛在
邪靈之下的屬靈力量， 不是天真行事嗎？

中任何一部分的中心， 就會違反
這一條教義。 認為我們可以口說
伊斯蘭信經「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
默德， 是主使者」， 而不把基督從中心挪
開， 是一個錯誤。
遵守大部分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 特
別 是 朝 覲（Hajj， 至 麥 加 朝 聖）和 八 拜
（Rakat， 在清真寺裡的祈禱儀式）， 與吃
鬼的筵席相近（見哥林多前書十 21）。 執
行這些儀式， 用索爾的話說， 是在「以穆
罕默德所規定的方式， 宣告敬拜者對神的
降服」， 而且是將虛假的敬拜高舉過對基
督位格之合宜的敬拜。 6
也可以加上其他的原則。 比如， 道德
教育可以建立基督的肢體嗎？經濟上有收
益意味著在基督裡的生命更完全嗎？教會
禮節會冒犯基督肢體中當地的成員嗎？然
而， 這裡建議的幾個原則應該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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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過一同齋戒所學到的
艾瑞克‧ 努撒（Erik Nubthar）
對我來說， 齋戒月最艱難的部分並
不是禁食（因我已經習慣了）， 而
是缺乏睡眠。 我試著達到一個正常的睡眠
量， 但是許多摩洛哥人會熬夜至淩晨一、

得到了各種機會可以談論基督和真正的禁
食。 我隨身帶了一些阿拉伯語關於禁食的
聖經經文給人們看。
有些宣教工人會不同意我遵守齊戒禁

二點鐘（週末則至淩晨三點）， 好使他們
能大快朵頤一番。

食的做法， 說這樣對穆斯林而言， 是在表
達我有興趣成為穆斯林。 然而， 從來沒有

白天和夜晚被顛倒過來， 晚上成了慶
祝、 筵席、 玩樂、 參加社交活動， 和整整
一個月的特別電視節目的時間。 我能夠感

哪個穆斯林朋友表達過， 認為我遵守齊戒
禁食是想成為穆斯林的想法。 我一向明確

受到充電的氣氛， 也明白為什麼我在法國
的一位摩洛哥朋友總是喜歡回到摩洛哥的
家裡過齋戒月。
在屬靈方面上， 一幅清真寺的橫幅上
引用了伊斯蘭教聖訓中（穆罕默德言行
錄）的一條： 「凡忠心遵守齋戒月禁食的
人， 必從他所犯的眾罪之下出來， 如那日

地表明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有時也禁食；
但我們禁食並不是想在神面前積什麼功
德， 而是為了其他的原因。 通常人們會接
著進行一番不錯的討論。
如此， 我的禁食， 往往不是在傳遞對
伊斯蘭教感興趣的訊息， 而是傳遞著「這
是一個好人， 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講
論著關於敬拜真神的真話和好話， 與我習
慣聽到的完全不同。 」我希望穆斯林們能

他母親生他一般。 」人們告訴我， 在齋戒
月期間禁食， 使他們在真主面前贏得了許
多功德， 也彌補了許多不順服的過犯。

繼續接著思考： 「我希望再多瞭解一點。 」
我的禁食對我與他人的關係， 有很大

這就是不瞭解伊斯蘭教的人很少能看

的幫助（減少了他們與我之間的文化障

到的令人招架不住的教條主義： 總是再多
一件事、 再多一級、 再多一步。 總是有更

礙， 而且在摩洛哥禁食， 絕對不僅僅有其
宗教色彩， 還有其重要的文化色彩）。 接

多的事要做， 而且人們總是心甘情願地做
更多的事以建立他們自己的義。 這些關於

下來的幾年裡， 我沒有再禁食， 但仍然會
走進所有這些同類問題的討論和見證中。
而且我在齋戒月裡不守禁食， 似乎並未影

屬靈功德的說法， 引發出有關罪、 審判和
對需要一位救主的精彩討論。 雖然我去摩
洛哥之前， 人們告訴我齋戒月對宣教工人
來說， 是一段相當艱難的時光， 但是我卻

響任何關係。
總體說來， 我非常高興我持守了齋
戒， 而且我也建議每一位在穆斯林中間服

努撒是「世界宣教」（Mission to the World）機構的宣教士
， 與「阿拉伯世界事工」（Arab World Ministries）之同工。
改編自 Erik Nubthar, “Contextualization: How Far Is Too Far?”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2, no. 3 (July 1996), pp.
309-10.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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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人， 都至少禁食一次。 感受穆斯林所
感受的， 並稍微進入他們的世界觀是非常
重要的。 這也對我和一些摩洛哥人的友
誼， 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可能不會
再守齋戒月。 與保證每年這樣做相比， 其
益處似乎並不是很顯著。 而且禁食是相當
不容易的。 最艱難的部分， 是其完全攪亂
家庭的時間安排和我的睡眠。 我可以不吃
東西， 但是把鬧鐘定在每天淩晨四點半鐘
響， 很快就令人厭煩了。

章節附註
1. 改編自大衛‧ 賀色格芮夫（David Hesselgrave）和艾德華‧ 羅門恩（Edward Rommen）合 著 的 Contextualization: Meanings,
Methods, and Mode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9), 第 1-2 頁。
2. Robert J. Priest,“Missionary Elenctics: Conscience and Culture,”Missiology 22, no. 3
(July 1994).
3. 同上頁。
4. William Saal, Reaching Muslims for Christ
(Chicago: Moody Press, 1993), p. 158.
5. Denis Green,“Guidelines from Hebrews for
Contextualization,”in 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Monrovia, Calif.:
MARC, 1989), p. 247.
6. Saal, Reaching Muslims, p. 147.

幫助文盲和貧困者
在孟加拉， 文盲和極度貧窮是緊密相連的。 庫什提亞社區發展計劃（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Kushtia， 簡稱 CDPK）提供了一條出路。 每次有廿五人學習識字和數
學， 每星期學習六天， 供學習六個月。 在這個培訓結束的時候， 他們設立一個共同儲蓄帳
戶。 參加這個共同儲蓄的村民投入資金， 以便向其他成員提供小額貸款。 反之， 他們把借
來的錢投資在新穎的、 可以帶來收入的工具上， 如： 人力車、 縫紉機、 甘蔗榨汁機， 或是
開小商店所需要的商品。 這些小組大部分由婦女所組成， 她們的新收入來源對各自的家庭
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現有八十九個這樣的小組， 幫助著五千多人。 十個小組已經「畢
業」， 不再需要 CDPK 的監督了。 這些小組中的一部分成員， 現在正把他們所學到的知識
教給新的小組。 必修的讀寫能力和財務管理培訓， 幫助確保了人們的成功； 很少有拖欠貸
款的。 想像一下！
摘自： www.s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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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宗教裁決
費爾‧ 帕沙（Phil Parshall）
宗教裁決（Fatwa）： 由伊斯蘭權
威機構所頒佈的宗教法令。
當我看到接下來的這個聲明的時候，
我有點震驚。 一位參與頗有爭議之向穆斯

哈」（Isa al-Masih， 即耶穌彌賽亞）， 代
替「真主的兒子」； 甚至， 七， 勾勒出一
個合適的回應， 以面對那些與某個人在以

林宣教之方法的德高望重的基督教領袖說

上某些或所有的觀點上立場不同的人。
我在此的目的， 乃是簡要地探討這七

道： 「我不斷禱告， 祈求神讓費爾‧ 帕沙
能夠廢除他對我們在以實瑪利的追隨者們

方面。 遺憾的是， 由於篇幅的限制， 無可
避免地會使我對於其中一些或所有的問題

之事工的宗教裁決。 」
1998 年 10 月《福 音 使 命 季 刊》

作出淺顯的評論。 但是至少， 這些想法應
使我們脫離目前在關切這些問題的教會、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的 發

宣教機構、 宣教工人和有穆斯林背景的基
督徒中間， 相當具有說服力的內部單方面

表， 開始了對本土化已經走了多遠， 正處
於什麼程度， 和即將走向何處的公開辯
論。 我的主要文章表達了我對「如果不謹
慎行事的話， 一個合理的策略可能會落入
宗教混雜的境地」的關注。 1

想法， 進而朝雙方對話邁進。

1. C1 至 C6 範圍的運用
我們都應感激崔維斯所總結出的簡單

而且， 我們現在究竟身處何處， 五年
之後呢？我認為， 這麼說是合適的， 關鍵

扼要之福音傳播策略辨識系統。 說出「我
正處於 C4」， 比起進行一番雖準確但卻冗

點在七個主要的方面： 一， 使用約翰‧ 崔
維斯所定義的 C1 至 C6 的範圍； 2 二， 運

長拖贅的描述要方便得多。 但是令人遺憾
的是， 其結果卻是一陣疑雲彌漫， 所產生

用一定的聖經經文以穩固一個人的立場；
三， 鼓勵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在名義上

的疑惑比清晰還多。 我曾經多次聽到聲稱
自己在 C5 階段的人， 強烈地否認他們相

繼續稱自己為穆斯林； 四， 容許有穆斯林
背景的基督徒長年待在清真寺裡， 以作為

信另外一個自稱是 C5 階段的人所持守的

為基督贏得穆斯林的策略； 五， 明確或含
蓄地肯定伊斯蘭信經（清真言）， 「萬物
非 主， 唯 有 真 主； 穆 罕 默 德， 是 主 使
者」； 六， 在聖經翻譯中加入「爾薩麥西

一些重要策略點。
讓我解釋說明： 我們中間有些人天真
地以為廣泛的、 本土化的穆斯林宣教方
法， 源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某個南亞國
家。 但是沙得拉（Sadrach）呢？3 這個印

帕沙是當今在對穆斯林事工方面的領導權威之一。 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自 1962 年以來， 就一直在孟加拉和
菲律賓與穆斯林們生活在一起。 他著作了九本關於基督徒在穆斯林們中間服事的書。
改編自 Phil Parshall, “Lifting the Fatwa,”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40, no. 3 (July 2004), pp. 288-93.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蒙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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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教會繁殖運動？
「教會繁殖運動， 是指席捲特定群眾或部分人口之當地教會， 建立新教會的快速拓
植。 」
教會繁殖運動的普世因素
1. 大量的禱告。
2. 廣傳福音。
3. 可再拓植的有策略性地建立教會。
4. 聖經權威（母語的口頭或書面形式）。
5. 當地領袖。
6. 設立領袖。
7. 小組教會或家庭教會。
8. 教會建立教會。
9. 快速拓植。
10.健康的教會。
教會繁殖運動的其他普遍因素
1. 社會的不穩定環境。
2. 與外界隔絕。
3. 跟隨基督的巨大代價。
4. 無所畏懼的信心。
5. 以家庭為基礎的歸信模式。
6. 新的信徒快速加入事奉。
7. 以母語敬拜。
8. 從神而來的神蹟奇事。
9. 領袖實習訓練。
10.宣教工人遭受苦難。
進深閱讀
改編自 David Garrison,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 How God Is Redeeming a Lost World (Midlothian, Va.:
WIGTake Resources, 2004). 中譯本： 大衛‧ 葛瑞森著， 劉如菁譯， 《教會繁殖運動》（台北： 天恩出
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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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人生於 1835 年， 於 1928 年過
世， 享年九十三歲。 他卅二歲時
還仍然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 他
歸信基督後， 不知疲倦地建立教
會。 他去世的時候， 在爪哇島上
有七千五百名有穆斯林背景的基

‧ 領袖們被稱作伊瑪目。
‧ 類似伊斯蘭教的節日被保存。

© Caleb Project

督徒作為他辛勤做工的結果。 沙得
拉的本土化服事的一些特點是：

大馬士革的清真寺外

， 濟貧稅）被收取
‧ 札卡特（Zakat
。
教會建築被稱為清真寺
沒有
‧
。
擺放十字架。
‧ 像穆斯林一樣， 他們擊著鼓呼喚人們
敬拜。
， 以伊斯蘭形式為祭牲祈禱
‧ 宰殺牛之前
。
在他們的教會裡背誦如下的信條
「我
：
‧
相信獨一真神。 除真神以外別無他神。
耶穌基督是真神的靈， 祂的權柄超乎所
有。 除真神以外別無他神。 耶穌基督是
真神的靈。 」這段信條帶著強烈的熱
情， 以齊克爾（dhikr， 意指贊念）形式
誦念； 據傳言， 這麼做可以在神和虔誠
的敬拜者之間產生一種神祕的聯合。
‧ 信徒們自稱為基督徒。 他們不以任何形
式證實穆罕默德， 但更願意公開地談論
耶穌優於默罕默德。
所 以， 我 們 有 C1、 C2、 C3、 C4、
C5， 還是所有這五種的混合物？我並不想
廢棄各個 C 類別， 只是希望人們在如此確
定策略時能夠說明清楚。

2. 完整的解釋聖經還是漫不經心
的解釋？
回答這個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要看你
從何處來， 要往何處去。 本土化主義者總
是相當倚賴哥林多前書九章 19 至 22 節。
在目前的爭議點上「成為穆斯林， 為要贏
得穆斯林」， 對 C4 和 C5 小組來說， 具有
完全不同的意義。 每組都堅持他們各自對
這些經文的詮釋， 是對他們的立場之正確
性的有力證據。 但是在討論中的新解釋，
集中在哥林多前書七章上。 在第 20 節，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分， 仍要守住
這身分」， 一定的本土化主義者認為這節
經文是在勸戒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儘量
保持穆斯林身分。
史考特‧ 伍茲（Scott Woods）， 一位
在印尼服事穆斯林之經驗豐富的宣教工
人， 這樣評論道：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的上文是在回
答結婚與單身的議題， 信徒與不信的
人結婚； 受割禮的與未受割禮的； 以
及為奴的與自由的。 這段經文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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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耳提面命地告誡原來信假神的人
們應該留在假的宗教中， 以不妨礙局
面。 C5 的支持者們可能被指控是一種

所在。 「我是爾薩麥西哈（耶穌彌賽亞）
的穆斯林追隨者」這個說法， 比起「穆斯
林」這個稱謂要更容易被一些宣教工人所

「格義」（isogesis， 即是吾人對文本
的閱讀與詮釋， 往往透露出詮釋者的

接受。 「穆斯林」一詞是指委身於真主的
人。 然而在實際應用當中， 世界上所有的

立場多於被詮釋的文本）。 這段經文
為信徒們保留在他們信主之前的家庭

穆斯林都認為這個詞， 是指遵守伊斯蘭神
學教義的人。

和社會地位提供了條件， 但是卻並未
留有任何允許信徒們繼續進行他們先

至此， 欺騙的指控就出現了。 我們是
在蓄意造成誤解嗎？誠實正直受到威脅？

4

有些人的答案是： 「當然不是。 」第一，
他們說， 必須要在其最廣泛的文化和社會

前的宗教之餘地。

當每個戰略家開闢出他（她）的神學
辯護時， 一定要緊緊抓住聖經的教訓和其
含意。 誠然， 過去數個世紀以來， 教會歷
史曾一再地證實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件事
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就是真正的、 敬畏神
的信徒， 常常會在他們的結論中有不同的
意見。 有些人說： 「把聖經交給有穆斯林
背景的基督徒， 然後讓他自己作出結論就
好了。 」但是我們必須謹記聖經上的教
訓， 以教導新的信徒。

3. 身分議題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要繼續承擔名
義上的穆斯林身分嗎？一名在阿拉伯國家
的長期宣教工人藍賽‧ 哈里斯（Ramsay
Harris）， 分享了他的個人觀點： 「大部
分我帶領歸主的人不再稱自己為穆斯林，
但是有些還會繼續這樣稱自己的身分。 我
不朝任何方向推動他們。 對大部分人來
說， 穆斯林這個詞意味著『穆罕默德宗教
的追隨者』。 但是有一原則肯定是普遍
的： 一個人必須總是承認耶穌基督是他自
己的主。 」（馬太福音十 33； 彼得前書四
16）。

5

哈里斯後面的觀點強調了爭議之

環境下看待「穆斯林」一詞， 就如我們看
待「基督徒」一詞般。 有多少把自己稱作
基督徒的人， 真正實踐出自己的信仰呢？
那麼他們算不算是欺騙人呢？還是只是隨
波逐流？反駁會是： 「是的， 不過這些人
並不是想利用這個稱謂， 來作為贏得他人
加入他們信仰的方法。 」所以， 辯論和反
駁的觀點不斷地持續增加。

4. 留在清真寺裡？
支持這個觀點的人指出， 早期基督徒們
繼續在會堂中敬拜。 伍茲作了這樣的假設：
保羅來到會堂中， 向會堂的成員
宣講耶穌。 大部分 C5 成員來到清真
寺， 按照禮拜儀式排列坐好。 他們看
起來是穆斯林。 他們並沒有明顯的標
誌足以表明他們是爾薩的追隨者。 就
算他們向爾薩祈禱， 感覺上他們是穆
斯林。 保羅明顯地被猶太教接受（多
次）， 但是人們知道他是復活的彌賽
亞的追隨者。 這和我們 C5 之有穆斯
林背景的基督徒是一回事嗎？6
所有人大概都會同意在信主後， 有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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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繼續留在清真寺中一小

我相信一個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

段時間的策略， 是有其正確性的。 否則，
將會出現嚴重的社會混亂。 不同點產生在
他們是否應該長久留在虛假的宗教教導的

徒， 可以憑悔改歸信和誠正來覆述
信經， 而不將他對耶穌的信仰予以妥

環境下。
贊成停留在清真寺的觀點強調， 這些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們會在清真寺裡，
把他們的信仰見證分享給其他的穆斯林。

協或加以融合。 對穆罕默德的承認，
會在於他身為宣揚一位神的信使之先
知事工中； 以及在十七世紀的阿拉伯
或外邦人， 任何由此接受伊斯蘭教的
前伊斯蘭教信眾盲目地委身於他的意

因此， 伊瑪目（清真寺裡率領穆斯林作禮
拜的教長）會決定是否開除有穆斯林背景

旨之環境下。 雖然穆罕默德的事工按
年代計算發生在西元後， 我們也不應

的基督徒之伊斯蘭教籍。 只要他們允許，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可以一直留在清真

該允許一個事實的混淆， 那就是他所
說的屬靈背景實際上是西元前的。 在

寺裡。 哈里斯相信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在這些條件下， 可以繼續在清真寺裡禱

伊斯蘭教裡的耶穌運動（Jesus move-

告： 「在清真寺裡禱告不觸及他們自身的
良知； 其目標不在於欺騙或否認基督； 在
祈禱中不說他不相信的詞語。 對我個人而
言， 這包括清真言。 所有由我帶領歸主的
穆斯林在認識到耶穌基督的屬靈上的豐富
之後， 都發現清真寺裡既無聊， 又令人
沮喪。 7

5. 背誦伊斯蘭信經？
這個問題源自一個人身為穆斯林的身
分， 和繼續在清真寺裡的禮拜。 伊斯蘭信
經是所有伊斯蘭教的基礎所在， 是第一大
支柱。 它不但申明了安拉的獨一性， 還申
明了穆罕默德作為真主的先知與使者的中
心性。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穆斯林， 不可能
不堅信這個信經。
曾在中東服事多年的布萊恩‧ 阿姆斯
特朗（Brian Armstrong）， 是 C5 運動早期
的理論者和實踐者。 他告訴我以下有關於
伊斯蘭信經的問題：

ment）中， 穆罕默德應該是被視為帶
舊約的色彩與風貌之使者來理解
的。 對於那些可能在穆罕默德生活方
式的某些方面上跌倒的基督徒， 我敦
促他們更客觀地學習舊約中的先知們
的生活， 在其中既有聖戰， 有比伊斯
蘭教號召的更為暴力的形勢（在約書
亞記中的種族滅絕）， 而且一夫多妻
制也相當普遍。 8
是的， 倘若一個人承認伊斯蘭信經的
「先知」， 難道不就意味著也相信他的預
言嗎？而且那預言， 也就是古蘭經， 卻向
我們呈現出一個重大的問題。 我在此不對
古蘭經教導的不同觀點加以評論， 但是我
的結論是： 我不承認古蘭經是神的真道。
我認為， 闡明伊斯蘭信經自然地在神
學意義上給我下了定義。 然而我可以重新
解釋這些經文， 從旁觀察我的穆斯林會把
我當成他們當中的一員而接受我， 並從各
個角度完全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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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爾薩麥西哈」或「真主的兒子」

植： 把「真主的兒子」去掉， 加上「爾薩
麥西哈」。

「真主的兒子」這幾個字總是讓穆斯

這個新的翻譯正以許多不同的語言，
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被推廣。 來自穆斯林和

林們心生憎惡。 他們只能從生物學角度來
理解這個說法。 對他們而言， 認為真主有
子嗣純粹是一種褻瀆。 所以我們怎麼樣才
能克服我們的穆斯林朋友們在這個理解上
的錯誤呢？有些當前的本土化福音工人選
擇了根治性的手術， 進行了語言學上的移

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於一開始的回饋非
常積極。 「兒子」一詞的冒犯之意被除
去。 耶穌作為彌賽亞的身分得到保留和強
調。 「彌賽亞」這個詞的含義， 就可以接
著得到解釋。

說故事的十個步驟
艾弗瑞‧ 威利斯（Avery T. Willis）
1. 選擇一個基礎的， 但是簡單明瞭的， 需要被教導的聖經原則。
2. 確定目標群眾的世界觀之關注點， 可以決定故事的選擇和說故事的方法。
3. 在目標群眾的世界觀中， 找出切題的距離、 障礙和橋樑： 這個過程會確定如何處理這
些議題。
4. 選擇適合向該群眾溝通這個特定聖經原則或概念的聖經故事。
5. 以合適的述說方式， 精心地準備這個故事。 計劃接下來的對話， 以幫助聽眾瞭解這個
聖經故事是如何述說他們的重要世界觀之問題。
6. 以文化上合宜的方式來說故事（包括敘述、 舞蹈、 歌曲或目標課程）。
7. 協助接續對話， 通常以問問題的方式， 來幫助聽眾發現故事中的真理和實際應用。
8. 指導聽眾討論選擇應用故事裡的聖經原則， 以順服地在實際生活中活出這些原則。
9. 在聽眾小組中建立互相負責的責任， 好使他們彼此幫助以順服聖經原則。
10.鼓勵聽眾透過在自己的生活中成為這些原則的典範， 並再成為拓植者， 對其他人說這
些故事。
說故事的完整閱讀材料和更多訊息， 可參本章由 Trudie Crawford 所寫的〈述說觸動人心的故事〉
（Telling Stories That Grip the Heart）一文。
威利斯博士是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Richmond）的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國際宣教部（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簡稱 IMB）之資深副主席， 負責海外運作， 曾在印
尼進行宣教工作長達十四年之久。
承蒙威利斯博士所提供的《跟隨耶穌》（Following Jesus）系列（2003 年）。 www.fjseries.org/low/
storying.html.（引自 2004 年 12 月 10 日）， 蒙美南浸信國際宣教部允許使用。 www.im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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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過程
現存穆斯林習俗

拒絕
現存習俗

因應現存
習俗的
步驟

未經判斷地
接受
現存習俗

1. 收集關於

宗教融合

福音被看作
是外來的

現存習俗
轉為地下

現存習俗的資料

福音
被拒絕

宗教融合

2. 學習相關的
聖經教導

3. 根據聖經教導
評估現存習俗

4. 創造新的
本土做法

本土化

摘自： Paul G. Hieber,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for Missionaries (Grand Rapids: Baker, 1985), p. 188.。

這個途徑的辯護點之一， 是在新約聖
經中的一些經文將「神的兒子」和「彌賽
亞」放在一起， 所以為這兩個稱謂的互換
性提供依據（馬太福音十六 16、 20， 廿六
63-64； 路加福音四 41）。
雷克‧ 布朗（Rick Brown）是國際翻
譯諮詢顧問。 他的觀點是： 「事實上是，

雖然猶太人對他們向來所等候的彌賽亞有
不同的概念， 但是他們對大部分的稱謂進
行了互換使用。 而且『基督』和『神的兒
子』基本上是相等同的。 但是， 因為民族
主義狂熱分子喜歡這些稱呼， 耶穌基本上
避開了這兩種稱謂， 而是使用了最具廣泛
性的屬天救主的名稱『人子』， 或簡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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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子』， 有時也使用『主』」。 9
有一次， 我在信中問布朗， 該怎麼看
待在聖經經文中兩者未同時出現的地方用
「爾 薩 麥 西 哈」代 替「真 主（神）的 兒
子」。 他回答說： 「雖然『真主（神）的
兒子』這個稱呼引出與『麥西哈』同樣的
概念， 但是它還讓人聯想起真主（神）的
概念， 而且如果只說『爾薩麥西哈』的
話， 這點就會消失。 所以我建議使用『真
主（神）所差派的麥西哈』。 大體上對我
們的觀眾來說， 最好是把「真主（神）的
兒子」放入附註或前言裡。 」10 我把這個
問題留給語言學專家們克服， 讓最新的本
土化爭議自現其身。

7. 我們的回應？

端的人， 那麼追隨這些教導的人會帶來比
先前更糟糕的處境嗎？」11 阿姆斯特朗的
觀點是
， 這樣的一個「異端」
， 可能是幫助
穆斯林走向基督信仰完全成熟的墊腳石。
我很難在這個如此重要的議題上形成
我個人的立場。 隨著我一直尋求理解宏觀
的藍圖， 主不斷地向我說話。 以下是我一
直以來不斷默想的一些經文：
‧ 羅馬書十四 10： 「你這個人， 為什麼論
斷弟兄呢？又為什麼輕看弟兄呢？」
‧ 羅馬書十四 13： 「所以， 我們不可再彼
此論斷。 」
‧ 羅馬書十五 2：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
喜悅， 使他得益處， 建立德行。 」

擁護部分或全部的 C5 程度的人正不

‧ 羅馬書十五 7： 「所以， 你們要彼此接
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

斷地增長。 使 C5 孕育成長的那個國家，
現在擁有數以萬計處在不同 C5 程度之有

我非常清楚新約中也有其他經文， 把
偏離正路的人稱作「狗」來咒罵他們， 並

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也有數以千計的 C4
之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許多宣教工人

稱他們為敵基督。 在教會歷史中， 我們發
現在中世紀的宗教裁判裡有著同樣的主

們和幾個福音事工委員會正在相當多的穆
斯林國家裡推動 C5。 我個人也認識一些這

題。 甚至是一些宗教改革領袖們， 也針對
膽敢不同意他們對聖經的解釋的人， 有強

樣的宣教工人， 有些已經認識二十年了。
毫無疑問， 他們衷心地、 也全心地渴望看

烈的言詞。
所以， 我們究竟該在何處落腳？一些

到穆斯林歸主。 有一次， 一位德高望重的
伊斯蘭文化福音專家調查了一個大規模的

從來沒有頒佈過的宗教裁決被廢除？我不

C5 運動， 並稱為神的美好作為。 阿姆斯特
朗評論道： 「那些參與鼓勵伊斯蘭教歸向

想活到六十五歲， 卻被認為是一個異端獵
人。 是的， 我會繼續
帶著更細微的敏

耶穌之運動的人， 不可能是異端獵人或好
猜疑的人， 總是準備好要猛撲到任何一個

感之心； 我信任
發表我的關注。 但是
如果我錯在失衡， 我希望那是在愛、 肯定
和高舉我的同事們， 過於我自己的那一

不符合他們以前所習慣的基督的彰顯上。
他們也不能是那種只能看到『黑白分明』

邊。 我不是說我是一貫正確的人， 至於誰
對誰錯， 到什麼程度， 讓我們緊緊地倚靠

的人， 因為他們要在一個完全是灰調的世
界裡勞苦。 如果我們是令人遺憾的教導異

那對我們的心思意念進行最終審判的審判
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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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閱讀
Phil Parshall, Muslim Evangelism: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ontextualization (Waynesboro,
Ga.: Authentic Media, 2003). www.authenticbooks.com
第十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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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il Parshall,“Danger! New Directions in Contextualization,”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4, no. 4 (October 1998), pp. 404-10.
2. John Travis,“The C1 to C6 Spectrum,”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4, no. 4 (October
1998), pp. 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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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no. 2 (April 2003), p. 190.
5. 藍賽‧ 哈里斯於 2002 年與作者的私人信件。
6. Woods,“A Biblical Look,”pp. 193-94.
7. 哈里斯於 2002 年與作者的私人信件。
8. 布萊恩‧ 阿姆斯特朗於 2002 年與與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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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ick Brown,“The‘Son of God’: Understanding the Messianic Title of Jesu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7, no. 1
(Spring 2000), p. 48.
10. 雷克‧ 布朗於 2003 年與作者的私人信件。
11. 阿姆斯特朗於 2002 年與與作者的私人信件。

透過帶職宣教來繁殖教會
帕提克． 萊伊（Patrick Lai）
經常有人問我： 「帶職的人可以建
立教會嗎？」身為宣教學者和商
人， 我發覺到身為帶職者不單可以建立教
會， 其實在建立教會和經商之間有很多相
似之處。 就以建立教會的三大條件來說，
就是： 神、 金錢和人。 對基督徒而言， 要
開始一樁生意， 也需要有完全同樣的條
件。 要成為有效的帶職教會開荒者， 我們
必須要明白如何恰當地將神、 金錢和人，
融入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

神
不論在事工或商業上， 我們都需要相
信及應用這個事實， 就是神擁有所有的銀
行， 祂不「需要」錢來完成祂的目的。 既
然金錢對神來說只是一個工具， 它並沒有
其他的用途， 那麼我們就必須在我們的思
想、 言談及行動上將之活出來。 其實， 我
們很多人都忽略了身為神的兒女， 我們是
祂的繼承人。 帶職者就很清楚地將他們在
這方面信心的不足表達了出來。 他們擔心
生意會因著投入繁殖教會而受到影響。 如

萊伊（Patrick Lai）在穆斯林當中成為帶職者已超過二十年。 他的團隊已拓植了兩間教會， 同時開辦一些商業及一
個非政府組織。 他非常活躍於訓練帶職者以富有創意的方式來接觸各種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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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設立學校、 生意或非政府組織是為
了順服神的旨意來接觸人， 那麼為什麼當
這些企業成立之後， 我們又不能勇敢地透
過它所提供的機會和關係， 來宣揚福音

使用金錢有正確的看法。

金錢

呢？我們並沒有在工作和行為上活出神是

在歷史上， 教會就算沒有教導， 也指
出了神對金錢的立場， 那就是「貪財是萬

我們公司真正的總裁。 財務上的考量會影
響我們在生意上的決定， 但它不應該影響

惡之根」。 對提摩太前書六章 10 節的誤
解， 導致教會領袖鄙視錢財。 雖然每一個

我們的福音與建立教會的事工（腓立比書

人都知道建立教會需要金錢， 但我們實在
是懼怕金錢所帶來的試探。 「有人貪戀錢

三 7-9）。
多數的帶職者會說他們的工作或生意
是屬於神的， 但很多時候， 這些並沒有反
映在他們的實際運作上， 特別是透過公司
的福音性外展事工。 如果我曾經因著擔心
影響業務而猶豫是否要向員工和顧客分享
福音， 那麼我相信我是犯罪得罪我的主人
神。 如果我犯罪得罪主人， 那麼誰又
是這生意的真正主人呢？（參馬太福音六
19-24）這並不是說我沒有採取嚴厲的防範
措施， 以保護我屬世的工作和公司的身
分。 我有。 但理性地說， 我們知道所有帶
職的工作和實體， 都是為了傳福音和建立
教會。 若為了保護我們的工作、 身分、 個
人安全， 或可以長期在一個國家而不分享
福音， 那麼就等於是抵消了耶穌一開始差
遣我們來這地方的目的了。
一些人可能會辯護說， 當經理堅持說
不可以在工作崗位上見證神時， 我們就應
該順服。 那麼我就要問： 為何要做這份工
作。 我怎麼可以將我的信仰與生活的任何
一個層面分開呢？我們必須如同耶穌一樣
地生活和見證， 而不是讓任何其他的權威
來控制我們（約翰福音十九 10-11）， 金
錢和工作都只是神透過它們在我們裡面，
和透過我們來完成祂目的的工具。 要有效
地帶職的第一根柱石， 就是對神以及如何

財， 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的愁苦把
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六 10）。 我們
的主所稱的萬惡之根是指「貪愛錢財」，
而非金錢本身。 有效地帶職的第二根柱
石， 是以善用錢財成為合用的工具， 來完
成神的目的。 耶穌吩咐我們求神「賜給我
們今日的飲食」。 不論經費是來自捐贈或
因辛勤工作而贏得的合約， 這些供應都是
神要完成祂旨意所用的管道。 若有更多的
含義
， 那就成為偶像
， 我們也是轉離神了。
這是帶職者要抓緊住的關鍵心態： 金
錢只是工具， 再也沒有其他的了。 正如資
金是給生意人的， 犁耙是給園丁的， 或鑽
子之於牙醫： 它讓我們可以做我們的工。
如果園丁折斷了他的犁耙， 牙醫弄丟了他
的鑽子， 他們會毫不思索地再買一個。 如
果神要我們事奉卻帶來公司的虧損， 那是
神的事， 而非我們的事。 當我們視我們的
資源就好像是可以取代的犁耙或鑽子時，
我們將會開始欣賞神單單運用金錢， 來作
為完成祂的目標的工具。 正確的金錢觀，
會讓我們放手去做生意以及勇敢地分享
福音。

人
不論我們是作買賣、 傳道或門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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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或學習， 神的工作就是人。 我們的公司
由本國人和團隊成員所運作。 我們在生意
上所雇用的當地人， 或徵召的團隊成員，
在事工的成功上比生意本身更重要。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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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看到我們的帶職工作可以繁殖
教會， 則我們也需要一些真正愛我們的
人； 愛到一個程度， 可以幫助我們看管我
們的家庭、 靈命， 和維繫事工生活。

一個合適我們城市及提供小組便利的企業
固然重要， 但卻沒有在當中工作的員工
（僑民或本地人）本身那麼關鍵
。 有對的員
工， 加上對的訓練， 在對的崗位， 這是帶
職和教會繁殖事工繁榮昌盛的第三根柱石
。
我們的研究和經驗告訴我們， 在挑選
員工人選上， 有四個條件會帶來顯著的不
同， 不論他們是合夥人或在非政府組織、
學校或做生意的當地人。
1. 責任感。 在對 10/40 之窗（10/40 Window）帶職者的數百份調查中顯示， 有效
帶職的最重要因素是責任感， 包括他自己
以及他的團隊的責任感。 實際上， 帶職者
有兩分工作： 專業生意人和宣教士。 要平
衡這兩方面的職責， 還要保持與神同行，
以及好的家庭生活上， 這需要超過多數人
的能力。 我們必須認清我們需要導師的幫
助， 讓我們對自己的事工和個人的生活負
責任， 幫助我們找出平衡點， 結出永恆
（教會）及會朽壞（生意）的果子。
好的領袖是帶職的部分成就。 我們必
須給我們的團隊成員和當地員工充足的監
督和動力， 讓他們清楚明白這大幅圖畫。
這意味著我們要有足夠的裝備來服事他
們， 以愛將他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讓他
們對每一個指定的任務、 目標制定和個人
品格負責任。 我們要好好地投資在他們的
健康和信譽上， 這也在於我們有否好好地
瞭解我們的羊， 讓他們負責任， 增強他們
的動力， 進而帶來倍增的效果。 同樣地，

2. 專注力。 另外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專注
力， 讓團隊成員專注在繁殖教會， 而非只
是公司的運作。 一個非政府組織、 學校或
生意可能帶給人很大的方便， 但如果成員
在與同工、 顧客和其他人聯繫時， 並沒有
在言語和行動上傳福音， 教會永遠不會被
建立。 即使是最福音性的團隊成員也會陷
入這種只是來上班， 只做他們的工作的心
態。 在每一個我與團隊成員們在一起的機
會， 我都會鼓勵他們勇敢地向其他人分享
救恩的禮物。 將他們的光藏在斗底下的企
業也許是企業， 但這並不是「帶職」的企
業。 每一個員工都需要知道誰是雇主， 以
及他在團隊裡的角色。 我們在那裡是為了
作 見 證， 而 不 是 謀 生（歌 羅 西 書 一
28-29）。
3. 渴望。 不論是運動、 生意或事工， 所有
的團隊成員都要作好準備， 努力工作來爭
取勝利（哥林多前書九 24-27）。 顯然，
一些團隊並沒有成功， 因為它的隊員並沒
有非常渴望勝利。 生命中的兩個關鍵主題
是記憶和渴望。 我們必須從記憶裡學習，
但必須有渴望引導我們。 當進展越來越困
難時， 渴望讓我們有焦點得以持續下去。
不孝子「想起」他的父親（記憶）， 但饑
餓、 他的渴望驅使他回家。 光有紀律是不
夠的， 我們還需要渴望。 激勵人心的講員
特拉克（Art Turlock）說道： 「興趣和委
身是有差別的。 當你有興趣要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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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你只有在可以允許的處境下去做； 當
你委身於做一些事情時， 你不接受任何的

這樣做是不是有智慧， 但因著深信神掌
權， 我就冒著這個險。 我寫下了幾個基本

藉口， 只有成績。 」那些渴望領人歸主勝
於一切的人， 就是如此。

原則的大綱， 如說實話， 就算我們會吃
虧； 不論是大客戶或小客戶， 要盡我們最
好的對待他們； 以及從不欺騙任何人， 包

4. 聖經的原則。 個人的關注必須符合純正
的聖經和企業原則。 我們一間企業公司的
行政同工有兩位， 一位是佛教徒， 另一位
是穆斯林。 在聘用他們之前， 我們察問瞭
解了他們的正直和誠實。 我們以為我們請
到了「好」員工。 然而， 在工作的前幾
天， 他們就幾次來向我建議省錢的點子，
那是屬於一般公司的正常操作方式， 但卻
是不道德的。 因此我必須和他們坐下來澄
清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必須要榮耀
神， 他是我們公司真正的總裁， 祂參與我
們的每一個會議與合約。 當時， 我不確定

括政府。 我在猜想他們的反應時， 我很高
興的知道他們表示尊重和熱忱， 可以在這
樣的「天國公司」服事。 這帶來兩個好
處， 第一， 我們可以比較公開地討論主基
督和祂在我的生活與工作中的角色； 第
二， 當我想要妥協時， 它幫助我負責任。
他們正在「看著」我。
還有很多開始和企業運作的其他步
驟， 它們也影響了帶職者繁殖教會的效
率。 然而， 如果我們沒有這三根柱石：
神、 金錢和人， 我們就沒有建造的根基。

教會繁殖運動的障礙
大衛． 賈里森（David Garrison）
教 會 繁 殖 運 動（Church-planting
movements， 簡稱 CPM）是神的作
為， 令人震驚的還有人類如何參與其中。
就好像神在我們當中多數的工作。 積極地
與祂合作或成為阻礙， 或自覺或不自覺，
最終會成就祂的旨意。 參與教會繁殖運動
的宣教士們總結出一些會阻礙、 延緩或終
止教會繁殖運動的一些特出的人為因素，
是我們可以避免的。

聖經以外的要求成為教會繁殖條件
在正式完全承認一間教會的地位之
前， 如果一個使團、 聯盟或大會需要會眾
有聖經以外的條件， 如土地、 建築物、 有
神學訓練的領袖或受薪的教牧， 教會繁殖
運動就會遇到阻礙。 當一間教會尚未正式
成立前， 基督徒可能會好意地提一些先決
條件； 這些先決條件通常是為了保證自身
的生存能力。 但它們可以迅速成為教會脖

賈里森（David Garrison）是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部（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在南亞的區域領袖。
改編自 David Garrison, “Obstacles to CPMs,” in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 (Richmond, Va.: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1999), pp. 49-52. 蒙允使用。 www.im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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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教會繁殖運動總是具有本地化

當一個人為了要成為信徒而必須放棄

的形象。 如果鄉村的房屋是以竹子建造
的， 那麼教會的建築也採用竹子； 都市的
細胞或家庭教會模仿當地的家庭結構， 而

他珍貴的民族身分， 並接受外國文化時，
教會繁殖運動的結果就是停滯。 環視世

非用來會眾崇拜聚會的昂貴大廈。 教會繁
殖運動的實踐者以這個問題來評估所植的

界， 那些不接納本地文化的教會， 他們最
後的見證表現即是文化衝突， 傳教士和當
地的基督徒試圖要征服和改革文化而非人

每一教會的每個層面： 「這是這些信徒可
以再造的嗎？」若不是， 就必須廢除這些
外來的要素。

心。 每當一個要成為基督徒者必須好似要
變成蘇聯人、 美國人或歐洲人時， 這種運

依賴產生的補助金

動就很少有機會可以迅速在非蘇聯人、 非
美國人或非歐洲人當中傳開。

金錢並非原罪。 它在支持宣教士及促
進未得之民的事工或新信徒的重要角色，

缺乏基督教的榜樣

是無可取代的。 每當向新的群體介紹福音
時， 就需要外在的支援。 然而當外部資助

令人悲傷的是， 福音所到之處， 有時
候竟然會產生一些在信仰上沒有好榜樣的

造成依賴時， 教會繁殖運動就會被熄滅，
主動性也就被抑止了。

教會。 如果當地一些比較資深教會的成員
有不道德的屬世行為， 那麼新信徒就非常

恰當地運用外來的資金， 可以包括資
助面向未得之民的外展事工、 發展福音的

難以讓其他人信服基督徒的信仰是神聖

文字工作、 廣播節目以及廣播； 〈耶穌
傳〉的製作、 聖經翻譯、 福音電視、 卡

失去珍貴的文化身分

的， 及可以救贖他們的世界。
資深教會的行為必定會削弱並破壞教
會繁殖運動精神的另一個形態， 就是缺乏
傳播他們信念的迫切之心。 新信徒會問，

帶、 光碟等等。 當善意的局外人透過購置
大廈或奉獻牧師薪俸津貼來扶植成長時，
他們也限制了教會的自發性及本地化的再

為什麼他們應熱情或迫切地傳福音呢？

造能力。

不能複製的教會模式

與聖經無關的領袖條件

每當宣教士繁殖教會採用的因素無法
複製時， 就會使教會繁殖運動陷入癱瘓。
這試探是一直存在的： 每當面對當地的挑
戰時， 與其尋求當地人的答案， 倒不如引

每當宣教士、 教會或宗派領袖對教會
領袖的要求超過新約聖經的規定時， 教會
繁殖運動就會受到阻礙。 聖經的模範可以
在基督揀選十二個門徒裡找到（馬太福音

進解決方法， 這看起來比較快及容易。 外
來的事物不會傷害當地人， 就如煤屑水泥

四 18-22）， 以及保羅給長老、 會督及執
事們的標準（提摩太前書三 1-13）。 有道

的長方形建築物、 電子音響系統或進口折
疊椅。

德的品格以及願意追隨基督的心， 遠比神
學訓練和學位來得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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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持續式的思維及操練
宣教士在繁殖教會時， 很自然地以漸
進的步驟思考。 第一是學習語言； 然後是
發展關係、 開始見證及門徒訓練； 接下
來， 則是形成會眾、 發展領袖， 開始拓植
另一教會等。
然而， 那些成功導航教會繁殖運動的
宣教士們， 卻表達出不同的非直線的擴
展。 他們堅持從一開始就要見證的重要
性， 甚至在還未掌握語言之前。 與其等待
人們歸信的機會， 宣教士們直接訓練尋道
者成為歸信者。 當他們成為信徒的時候，
新的歸信者已經參與教會的小組有好長一
段時間， 並且具備建立教會的異象了！當
所有的要素同時實施時， 教會繁殖運動就
已然開始。

「青蛙」而非「蜥蜴」的教會
從寓意上來說， 「青蛙」教會看他們
自己是自身的結束， 他們得意洋洋、 肥胖
地坐在睡蓮葉上或大街上， 在舒適的地方
舉行會議， 並且要求尋求救恩者本身要調
整及適應。
從比喻來說， 「蜥蜴」教會總是追求
那些未得之民。 他們能適應， 隨時準備行

動， 迅速透過「縫隙」進入他們的世界。
「蜥蜴」教會以福音性的查經來進入家
庭， 而非期待團體來到他們的教會。 為了
要帶領他們的目標群眾進入神的家庭， 他
們願意釋放極大的能量來「改變他們的膚
色」， 甚至如果有需要， 他們願意「丟掉
他們的尾巴」。

說明性的戰略
教會繁殖運動的開拓者有極強烈的好
奇心， 他們也定意要學習， 神究竟是在哪
裡工作並如何工作， 因此對有預訂好的方
法論的警告， 也許看起來有些奇怪。 然
而， 如果宣教士們帶著滿滿的口袋的答案
進入福音禾場， 而非饑渴地觀察及學習神
的作為， 他們是侷限了神使用他們的能
力。 這並非鼓勵「一無所知」地進入宣
教， 而是強調謙卑及倚靠神的帶領， 神究
竟在哪裡及如何帶領教會繁殖運動。
進深閱讀
David Garrison,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
How God is Redeeming a Lost World (Midlothian,
Va.: WIGTake Resources, 2004). www.churchplantingmove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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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觸動人心的故事
特魯蒂． 克勞夫（Trudie Crawford）
我很偶然地開始了說故事的事工。
身為單身女性， 這些年來我照顧過

不幸的是， 隨著電視的發明， 說故事
在西方文化幾乎已消聲匿跡了， 這是我們

一些孩子。 孩子喜歡故事， 因此我也學習
如何用肢體表達和動畫， 來為他們說故

要重新拾回的藝術。 許多最好的故事， 都
是來自個人的生命。 以下是我其中一個

事。 我從未感到拘束或不自在， 因為我的
聽眾「只是一群孩子」。 多年後， 當我有
機會向穆斯林婦女說故事時， 我很高興可

故事：

以有之前的練習機會。
說故事是古時候溝通真理及將歷史代
代相傳的方法。 世界上多數的文化都看重
說故事， 直到今日， 這方法還繼續被使

1976 年， 因黎巴嫩的內戰， 我
遷到約旦學習阿拉伯文。 當時， 首都
安曼（Amman）四處是尋求保障、 和
平與安寧的黎巴嫩人， 因此非常難以
尋找到居住的地方。 在尋找的過程

用。 耶穌可以說是說故事的專家。 祂說：

中， 我與一位黎巴嫩朋友就暫時居住
在一間教會裡。 日復一日， 我們在街

「上帝國的奧祕已經給了你們；
至於外界的人， 他們所聽到的一切都

上尋找可以居住的地方， 但都是敗興
而歸。 兩個星期後， 我們只剩下一天

是藉著比喻。 正像聖經所說： 他們看
了又看， 卻看不見， 聽了又聽， 卻不

就必須要搬出去了。 當天早上， 我絕
望且沮喪地向神呼求。 然後我想起了

明白； 不然， 他們回心轉意， 上帝就
饒恕他們。 」……耶穌用許多類似的

挪亞的詩歌。 在方舟裡幾個月之後，
挪亞非常地沮喪， 甚至覺得自己再也

比喻向群眾講道， 照他們所能明白的
教導他們。 他總是用比喻對他們講

沒有機會見到陸地。 然而神給了他一
個記號， 神〈在白鴿的翅膀上〉（on

論； 但是他單獨跟門徒在一起的時
候， 就向門徒解釋一切。 （馬可福音
四 11-12、 33-34，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

the wings of a snow-white dove）表明

版）。

了祂的愛。 我便禱告說： 「神啊， 懇
求今天在雪白鴿子的翅膀上， 表明
對我的愛吧。 」

特魯蒂在導航會（Navigators）服事了三十五年之後才退休， 其中十七年是在中東。 她曾在黎巴嫩、 約旦和埃及服
事。 在 1983 年返美期間， 她在加州帕薩迪納（Pasadena）的茨維莫學院的伊斯蘭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裡訓練年輕的婦女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 以及服事來自阿拉伯海灣的穆斯林婦女。 她現在居住在印第安那州
的坎比（Camby）， 帶領稱作「天堂」（The Haven）， 一個專為基督徒工人而設的康復中心（health restoration center）。
改編自 Trudie Crawford, Lifting the Veil: A Handbook for Building Bridges across the Cultural Chasm (Leesburg, Va.: Majesty Publishers, 1997), pp. 5-15。 蒙允使用。 www.majestypublish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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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在我們之前找過， 也是我
們都喜歡的安曼郊區， 我們經過了一

獨特的， 因為我們有神給我們特別的原生
家庭、 處境、 性格以及經驗。 這些都足以

間乾淨整齊、 淡橙色的屋子。 我說
道： 「哦！看那間可愛的屋子！」但
顯然已經有人居住了。

用來見證神的屬性， 以及我們與祂之間的
關係。 還有其他一些可能引起穆斯林朋友

在這沮喪的早晨之後， 另一位朋
友同意協助我們尋找住處。 我們再次
經過這間橙色的屋子， 我們的朋友就
問在街上嬉戲的小男孩， 是否知道有
出租公寓。 他就指向那橙色的屋子！
原來那幢公寓的另一邊正要出租， 而
我們原先所看到的， 只是那已有人居
住的一邊。
屋子的內部正是我們想要的， 但
租金稍嫌貴些。 我單獨在臥房裡祈求
神的智慧， 竟然驚歎地看到在窗臺上
坐四隻白鴿， 那是我的「記號」，
神向我表明了祂的愛！
我的心非常地激動且確信。 我們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就搬進去了，
這是我十六年來在中東所住的最好的
環境！
這樣的故事， 會傳遞給你的穆斯林朋
友一些觀念， 其中有兩個肯定會引起他的
注意力：
‧ 你與這位個人化及愛的神的關係， 祂關
心你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
‧ 神是信實的， 祂會供應你的需要及應允
特定的禱告。
這些是非常關鍵的， 因為你的朋友很
可能根本沒有這樣的概念
神是關心我
們個人的神。
神給我們每個人一個生命的信息， 是

興趣的個人故事：
‧ 清楚、 戲劇化的禱告蒙應允；
‧ 神向你表達祂的愛的時刻；
‧ 神向你啟示祂屬性的時刻；
， 救你脫離患難的時刻
‧ 神滿足你的需要
。
若要帶來真正的果效， 則故事必須說
得好。 這裡是一些說故事的指南：
‧ 故事必須簡單， 用簡單明瞭的語言。 對
穆斯林婦女， 要用她們可以認同的辭
彙， 這會建立橋樑（以下的見證用黑體
字標示的詞句有說明）；
‧ 用戲劇化的表達： 聲調、 眼睛、 臉部表
情、 姿態；
‧ 以詳細的描述來激發想像力；
‧ 指出重點或教導一個教訓；
‧ 若可能， 用你朋友使用的語言再詳述
事件。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可以用來影響及
教導你的穆斯林朋友。 讓我們來看看幾則
故事吧。

你個人遇見耶穌的故事
我們可以述說的最奇妙經驗， 就是我
們如何與基督相遇， 但要如何述說就非常
重要了。 我們需要避免基督教的術語如
「神 子」、 「重 生」、 「得 救」、 「罪
人」等其他類似辭彙。 我們必須用簡單易
懂的話來表達真理。 我便是這樣開始我的
「穆斯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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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四個孩子中的老大， 在孩提
時我非常的害羞與怯生。 我非常享受

思考， 並為之禱告， 尋找可以應用的說
明。 在考慮好之後， 將之寫出來， 並練習

安靜的遊戲、 閱讀， 以及自己玩。 我
有許多的害怕： 害怕見人、 害怕受傷
和生病、 害怕失敗。 但有一樣我從來

述說你的故事。 對一個朋友述說， 並讓他
來評論。 記得要避免「基督徒術語」。

都不怕的是： 真主。 我極為認識祂且
渴望討祂的歡心， 雖然很多時候我做

具： 「弟兄勝過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
所見證的道。 他們雖至於死， 也不愛惜性

得不夠。 我的父母是很敬虔的人， 在
我的成長過程中， 我深信真主是獨一

命。 」（啟示錄十二 11）穆斯林可能會辯
論神學問題， 但他們不會質疑我們與神的

及偉大的（伊斯蘭的基本教義）。 祂
也是公義的， 有一天祂將要審判這個

關係。

地上（伊斯蘭的主要信仰）。
我要知道真主可以赦免我沒有做

你的見證是對抗我們敵人的有力工

寓言故事

到的順服， 以及討祂的歡心， 這樣有
一天我就可以去樂園（Paradise， 穆

有一次我挑戰一位很有創意的朋友，
要她考慮使用說故事的方式。 她是在穆斯
林婦女當中服事的。 於是她寫了一則寓言

斯林用以稱呼天堂）。 我要知道祂在
我生命中的旨意（穆斯林關心真主的

故事〈國王的禮物〉。 看了她這令人驚歎
的傑作之後， 可能你也會喜歡給自己這樣

旨意勝過救恩）。
有 一 天， 我 拿 起 聖 書（Holy

的挑戰。

Book， 古蘭經用以稱呼聖經）， 開始
讀有關麥西哈（即彌賽亞， 是古蘭經

國王的禮物

對耶穌的稱呼）的事。 我讀到祂是由
童貞女所生、 醫治病人、 叫死人從死
裡復活、 以及被稱為真主的道（古蘭
經教導有關耶穌的事情）。
事件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分
享你詳細的感受和事件如何發展的細節。
女性喜歡細節和內容， 這對東方人來說是
特別重要的。 儘量讓你的見證配合一些他
們感覺到的需要， 如救恩的確據、 懼怕審
判、 價值感和重要感及缺乏與神的關係。
需先有一個大綱為起點： 成為基督徒
之前、 我如何接受基督， 以及我生命的改
變。 在每一個標題底下， 寫下你的想法、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非常有智
慧又很善良的國王。 雖然在他的王國
裡住許多種稀有的、 外來的動物，
但他最喜愛鳴鳥。 每一隻鳴鳥都唱
牠們自己獨特旋律的歌， 常常令國王
感到很開心。 他甚至下了一道聖旨，
他願意付出高價， 以在他的國土上能
有更多的鳴鳥。
有一天， 一個來自旅行商隊的商
人向國王建議， 有一隻非常美麗的
鳥， 牠全身的羽毛是深玫瑰和綠松石
色， 牠所唱的歌是他們所聽過的最動
聽的歌。 然而， 這隻鳥居住在遙遠的
土地， 牠被監禁在一個精工打造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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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籠子裡， 垂懸在裁縫店的門口。 而
這可惡的裁縫師常常在生氣的時候就

飛出、 歌唱， 以及向國王唧唧地獻唱
不停。 有些鳥兒的羽毛顏色明亮， 有

敲打籠子。 這可憐的鳥兒感到非常的
害怕和困惑， 只敢在夜間歌唱。

些則是灰色條紋。 但不論是什麼顏
色， 國王都一視同仁地愛牠們， 就像

國王聽到這個故事之後非常的生

根本沒有察覺到牠們的不同似的。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 一隻快樂的

氣， 他決定要救這隻無助的小動物。
於是， 他派了他最信任的僕人去尋找

金絲雀來探望這隻在金籠子裡的美麗

這隻鳥， 並將之買下來。 這個僕人就
預備了一隻壯馬以及許多的貨物， 因

鳥兒。 牠從敞開的門飛進去， 拍拍翅
膀， 安然地站在鞦韆上。 這兩隻鳥很

為這將是一趟非常漫長的旅程。 他也
帶了一大包的金幣， 因為國王願意付

快地就無話不談了。 金絲雀非常喜歡
精緻的哺養盤以及鏡子。 牠從來沒有

上高價。 幾個星期過去了， 在一個溫
暖的春天， 僕人回來了。 他拿在高

見過這麼豪華的東西。 金絲雀也告訴
牠其他的朋友， 有關這最奇妙的特權

處搖盪的籠子， 帶凱旋的微笑。 行
程極為艱難， 裁縫師也確實要求了很

從國王的手中吃米穀！但這隻可

高的價錢。
國王將金籠子帶到花團錦簇的花
園中，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常常在
黃昏時到那裡聽不同的鳥兒歌唱。 他
溫柔地將這個籠子懸掛在花園裡， 以
憐愛的眼神看在這當中飽受驚嚇的
小動物。 他開了籠子的小門， 就讓門
半開。 然後， 國王就走開了， 但鳥
兒卻嚇得不斷地用自己虛弱的身體撞
擊籠子。
幾星期過後， 春去夏來， 這珠寶
般顏色的鳥兒不再懼怕了。 牠發現花
園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籠子的門還是
開的， 但沒有人傷害牠。 最令她開
心的是
， 再也沒有人拍打牠的籠子了
。
日復一日， 牠看到溫柔的國王在
花園裡漫步， 與鳥兒們說話以及撫摸
牠們。 牠們全都以興奮的歌聲來回應
國王。 所有的鳥兒們看起來都非常開
心。 牠們在牠們的鳥籠裡自由地飛進

愛的鳥兒， 卻選擇孤單地在自己的鳥
籠裡進食。
牠們談到敞開的大門。 色彩斑斕
的鳥兒向金絲雀解釋說， 雖然牠對花
園裡的生活充滿了好奇， 但牠卻不想
去冒險。 除此之外， 牠的父母、 祖父
母和許多的親戚， 也都是自出生就在
鳥籠裡成長。 對牠來說， 他們看起來
都很開心及滿足。 金絲雀嘗試耐心地
向牠解釋國王邀請牠離開金籠子。 這
可愛的鳥兒將可以自由地飛翔， 還可
以從國王手中吃特選的米穀。 金絲雀
提醒牠， 國王可是付出了高昂的代
價， 才把牠帶到自己的花園裡的。
日復一日， 國王每每走過， 都將
手放在金籠子的門口。 他非常盼望這
鳥兒可以飛出來， 但牠還是非常恐懼
於離開牠的鞦韆和哺養盤， 進入未知
的世界中。 身為一位紳士， 國王絕不
會強迫牠離開牠所熟悉的家。 他只是
將門打開， 耐心地等候鳥兒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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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 國王渴望牠經歷到那等待牠已
久的真正喜樂和平安。

架上。 沮喪的淚開始湧上來， 我感到
非常的疲倦和虛弱。 我要怎麼樣才可

幾年過去了。 這隻快樂的金絲雀
還是常常來探望牠美麗的朋友， 並以

以一路站到坦塔呢？我默默地向神

這王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來激勵牠。 然
而， 這被監禁的鳥兒還是繼續用喙整
理牠的羽毛， 以及抖抖蓬開的羽毛，
牠只要國王看牠一眼就滿足了。 牠金
籠子的小門， 仍然繼續地敞開。
這樣的寓言， 可以在個人或小組裡閱
讀。 然後問組員有關這則寓言的意義。 不
要嘗試詮釋， 其撰寫的目的就是為了激發
思考、 引發問題， 並帶入進一步的討論。

天使在現今世代的故事
聖經清楚地指出天使是真實的。 在新
舊約， 他們是使者、 幫助者和保護者， 希
伯來書十三章 2 節便提醒我們： 「不可忘
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因為曾有接待客旅
的， 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
穆斯林相信天使， 也對天使的故事非
常著迷。 當我住在開羅時， 我就有一些天
使的經歷， 這激發我開始收集有關天使的
故事。 在洛杉磯的穆斯林婦女當中工作
時， 我便留意到天使的能力。 這是我經常
分享的故事。
當我住在開羅時， 我生病了， 這
使我決定必須以約一個小時的火車車
程， 前往坦塔（Tanta）的美國醫院。
我的姐妹潔姬（Jackie）與我同去，
下午我們就抵達了車站。
當時火車已經擠滿了人， 我們從
一個車廂到另一個車廂尋找位子。 走
道上擠滿了人。 有些人甚至躺在行李

呼求幫助。
最後， 我們總算到了最後一節車
廂。 它與其他車廂一樣擁擠。 但當我
們擠過去時， 就在我們前面有兩個空
位！我們幾乎不敢相信我們的眼睛！
為什麼會沒有人坐在那裡？
由於實在是累壞了， 我們便坐了
下來。 若思想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兩位天使一直坐
在那裡。 除了我們之外， 每個人都看
到他們了。 而當我們坐下後， 他們便
讓位！
如此的經歷， 表達了神對個人的愛和
關心， 那是穆斯林婦女極度渴求及需要聽
到的。

她們可以認同的聖經故事
在很多方面， 穆斯林婦女是根據舊約
的屬靈和道德準則來生活的： 以行為及遵
行律法而得救； 神是不可測度的， 是可畏
的。 她們隱約地知道舊約裡伊斯蘭教所宣
稱的男先知， 如阿丹（亞當）、 易卜拉欣
（亞伯拉罕）、 易斯馬儀（以實瑪利）、
易斯哈格（以撒）、 雅谷伯（雅各）、 努
哈（挪亞）、 穆薩（摩西）、 達伍德（大
衛）及素萊曼（所羅門）。 所以從她們對
舊約聖經的瞭解作開始， 是最恰當不過
的。 並從中教導她們有關神的真正屬性，
及為她們建立迎接基督再臨的根基。
當你越認識你的穆斯林朋友， 越要更
加留意地使用那些她們所熟悉的先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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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她們進入有關婦女的故事。 你可以
問： 「你知道阿丹（亞當）的妻子的故事

我在聖經的上下文和文化處境中， 自由地
加入了一些形容， 使之更加有趣。 我提到

嗎？」她可能不知道任何有關她的事， 但
夏娃的經歷可能可以幫助她明白神對罪的

這位婦女如何的受苦， 不單是身體， 也包
括了情感。 她的丈夫離棄了她， 在律法

看法。
舊約中其他婦女的故事， 也是教導聖

上， 她是被社會離棄的人， 這是猶太和穆
斯林婦女涉及這類問題的自然結果。 這樣

經的很好說明：

的故事， 可以在很多自然、 即興的討論中
分享：

‧ 亞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
應許。

神持守祂的

‧ 以實瑪利的母親， 夏甲
心。

神垂聽及關

‧ 雅各的妻子， 利亞和拉結
被寵愛的妻子。
‧ 以撒的妻子， 利百加
響。

神祝福不

神使用女性的勇氣、 創

‧ 大衛的妻子， 拔示巴
‧ 撒母耳的母親， 哈拿

‧ 對任何面對婦女問題的人。
‧ 對任何因著不能生育而遭丈夫離棄的人。
‧ 對長期生病的人。

掌握大權的影

向權勢情詞迫切地請求， 以
‧ 以斯貼
致拯救了她的百姓。
‧ 摩西的母親
造力和信心。

‧ 有關月事。
‧ 生產之後。

神的赦免。
她的委身給了

我們偉大的先知。
一些新約的故事會引發穆斯林婦女的
興趣， 因為這些故事觸及她們切身的問
題， 及指出耶穌對女性的價值觀與對她們
的關注。 舉例來說， 患了十二年血漏婦女
的案例（馬可福音五 24-34）。 在猶太人

因著她們對權勢和婦女角色的興趣，
我發覺到某些有關耶穌與婦女談道的故
事， 對穆斯林婦女來說， 特別的重要：
‧ 馬可福音五章 21 至 24 節， 35 至 43 節
（另參路加福音八章 40 至 56 節）： 睚
魯的女兒得醫治； 耶穌所愛的女孩們。
‧ 路加福音七章 11 至 17 節： 寡婦的兒子
從死裡復活。
‧ 路加福音十三章 10 至 17 節： 在安息日
得醫治的婦女。
要如何把聖經故事說得好？這裡有一
些實用的指南：

的律法， 她被認為是「不潔淨的」（利未
記十五 25-27）。 這與伊斯蘭的律法非常

‧ 至少將故事大聲地朗讀兩遍。 至少使用
兩種譯本， 這樣你才可以在大聲朗讀時

相似。 當一個穆斯林婦女有月事或因著任
何原因流血時， 她們是不能祈禱及觸摸古

分辨它們的不同： 你的耳朵會聽到一些
你眼睛沒有看到的事物。 特別注意事件

蘭經的。 所以這個故事是非常吸引穆斯林
婦女的。

發生的地點和時間， 有哪些角色、 有什
麼事物對這事件是重要的， 以及事件一

當我與穆斯林婦女分享這些故事時，

般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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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上眼睛來想像事件的發生。
‧ 再次約略地複習故事， 要確定沒有遺漏

‧ 成為想像力的跳板， 嘗試重新寫出故事
中的原則要如何應用於現今的世代。

任何重要的元素。
‧ 嘗試述說故事。 之後， 問問你的聽眾或
自己， 在你說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問

一旦故事的內容已經在你的腦海裡，
也已經選擇了你要的表達方式， 就要不斷

題？有什麼是關於人物、 地點、 事物或
語言的訊息？這適合聽眾的年齡、 經驗
和興趣嗎？這個故事有抓住你的想像力
嗎？必須要謹記是， 你只需要說故事，
而不需要解釋故事的意思。 事實上， 最
有趣的故事是有些神祕感的元素。
‧ 找些輔助材料， 如聖經集注， 它可以幫
助你明白歷史的背景。

地練習！在幾天或幾個星期之內， 多次大
聲且生動地宣講、 聆聽及複習你的敘述方
式。 記得， 你是在重新製造一個真實的事
件。
神的故事是大有能力的， 它可以成為
你的穆斯林朋友進入福音的橋樑， 讓她們
自己發掘基督的愛和大能。

花兒是如何長大的：埃及婦女團契的個案研究
吉麗塔． 艾克哈特（Jeleta Eckheart）
我們的門鈴在凌晨一時五十一分響
起。
我先生從床上起身並說道： 「好吧，
我們這就走吧。 」昨天晚上， 我們的四個
同工已經被逮捕了， 所以當門鈴在半夜響
起時， 我們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員警進入我們的屋子， 搜索基督教的

警方也向我保證， 當我去拿這些書籍時，
他們不會跟蹤我。 然而， 就好像那些偵探
電影的情節， 我的同工和我看到一輛滿載
著員警的警車跟蹤我們越過市鎮。 靠著神
的恩典（我深信因著天使站在我們的汽車
保險桿上幫助我們）， 使我們巧妙地躲避
了他們的跟蹤， 並得以將福音書拿出來交

資料， 並將我的丈夫伯萊恩（Brian）拉走
了。 我猜想第二天他會被護送到機場， 所

給他們。
四十八個小時後， 又有另一陣敲門

以我開始收拾行李。
到第二天晚上， 我還沒有接到任何消

聲。 我們的屋主派人來通知我們必須要離
開這幢公寓。 顯然， 屋主的用意是要我們

息。 凌晨兩點鐘， 電話鈴聲響起， 伯萊恩
告訴我， 員警知道我們曾經將一些《路加

隔天就馬上離開。 手中抱著十八個月大的
兒子， 我崩潰了， 跪下雙膝， 痛苦地向主
呼求。 我聽到主清楚地說： 「人子沒有枕

福音》藏在另一個市鎮， 只要我們將其他
的福音書交出來， 他們答應即刻釋放他。

頭的地方……」神會照顧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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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 我發覺到伯萊恩和其他人都被
送到監牢， 他們將在那裡待十一個星期。
儘管在 1993 年經歷了這個事件， 我還
是希望可以回到埃及。 為什麼呢？我看到
神在那裡施行了奇妙的事。 在九個月的時
間裡， 有六位婦女承認她們在爾撒麥西哈
（Isa al-Masih， 耶穌彌賽亞）裡的信心。

詩歌： 「Abana illethi fifi samawaat……我
們在天上的父……。 」就結束了這些自發
性的禱告。 禱告之後， 每一個人坐在地上
的大地毯上。
婦女們就繼續唱敬拜詩歌， 多數是中
東的曲調。 這些歌曲以爾撒（Isa）來取代
阿拉伯「基督徒」對耶穌的名稱耶穌亞

在她們還沒有遇到我們的團隊之前， 她們
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是彼此認識的， 有些是

（Yesua）
。 這是穆斯林所認識的耶穌的名
稱。 這些婦女不太習慣這種歌， 也不太擅

幫助我們整理屋子的。 一開始， 這些婦女
每個星期都會參加黃昏的男女混合的聚

於歌唱， 但她們還是非常喜樂地讚美神。
由於多數的婦女都不識字， 她們就誦

會， 這 個 小 組 被 稱 為「樹 木」（The
Tree）。 因著夜晚實在是不方便讓這些婦

讀她們所努力背誦下來的福音書的一些經

女獨自外出， 所以這些婦女就要求要有另
外一個專給婦女的聚會， 那是在白天的聚
會。 我們稱這新的婦女小組為「花兒」
（The Flower）。 現在， 就讓我帶你到開
羅， 參加「花兒」的家庭聚會吧：
在一個房間的外面， 是一個滿了餅乾
屑的拖盤和半杯茶。 兩個被流放者和六個
埃及婦女剛剛結束了半個小時的談話。 埃

文來回應：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
理， 生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
裡去……』耶穌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盜賊來， 無非是要偷竊、 殺害和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
的更豐盛。 』」這種背誦方式是令人倍感
熟悉的， 因為穆斯林也是用這種方式來背

及人的「教長」（sheikha）引導婦女們進

誦古蘭經。
其中一個被流放的婦女教導其他人有

入禱告室， 在門外的鞋子都疊在一起。 婦
女們整理她們頭上的頭巾及預備禱告。

關馬太福音二十章的神國。 讀完經文之
後， 這些婦女就聆聽耶穌的誡命和應許。

婦女們肩並肩地站著， 高舉起她們的
雙手， 教長就以阿拉伯文喊出： 「Allahu
akbar， 安拉至大……。 我見證萬物非主，

她們覺得很接近耶穌的文化環境， 這些幫
助了這個被流放的老師對福音可以有新的

惟有真主； 爾撒， 是真主的道。 」
這些婦女開始告訴神， 她們如何地感
激神在她們身上的作為。 她們為彼此的兒
女禱告， 祈求他們可以從不同的疾病中得

領會。
其中一個婦女已經參加這個小組幾個
星期了。 這位安靜及有所保留的年輕婦
女， 她的穿著表明了她是嚴謹的穆斯林。
這被流放的婦女稱她為「坎伯絲」（Com-

痊癒。 她們也祈求神讓她們的丈夫可以相
信爾撒， 甚至也祈求神給這位朋友或那個

pose； 為了保護當事者， 所有這些穆斯林
婦女的名字， 皆以筆名稱呼）。 在這一年

親戚工作。
幾分鐘之後， 教長帶領組員們唱回應

的課程， 「坎伯絲」看到這位被流放的婦
女是如何地活出福音……， 她也看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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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傳〉及問了許多有關耶穌的問題。
被流放的朋友幫助她解決了她對跟隨耶穌

另外一個學到的功課是， 耶穌撒種比
喻的真理。 一些土壤的確是比其他的肥

的一些誤解。 今天「坎伯絲」來， 是要接
受浸禮。

沃； 一些婦女似乎是來到了主的面前， 但
又離開了。 「芭特」（Bottle）便是其中

在還未浸禮之前， 「坎伯絲」正式地
被問及五個問題， 都是典型攔阻穆斯林接

一位。 然而我們從「芭特」身上， 學習到
其實有時候穆斯林婦女抗拒主， 只是因為

受基督教的信仰的問題。

一些小小的誤會。 當其中一個組員與「芭
特」分享時， 她發覺到原來「芭特」不願

1

你是否相信爾撒是道成肉身的真神？

2

你是否相信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3

你是否相信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是為
了代你贖罪？

4

你是否相信神已經將祂從死裡復活？

5

你是否願意順服及跟隨祂為你的主及
救主？
「坎伯絲」堅定地回答以上所有的問

題。 因為沒有受浸池， 就用水灑在她的頭
上， 「坎伯絲」就「奉聖父、 聖子、 聖靈
的名」接受了施浸。
之後， 一名婦女背誦哥林多前書第二
章， 組員們一起守聖餐， 擘餅、 飲杯。
當我們的團隊與她們一起分享耶穌
時， 這些婦女教導我們許多的功課。 其中
一個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功課， 就是要常
常邀請。 如果我們與一些人分享靠著爾撒
的名， 神的大能可以醫治人。 接下來我們
就學習要以邀請來結束我們的談話： 「你
希望我奉爾撒的名為你（或你的兒女， 或

意受浸， 只是因為她以為必須要脫掉所有
的衣服！當組員向她解釋受浸的過程後，
「芭特」就說她願意跟隨爾撒。 然而， 一
段時間過後， 「芭特」被世上的事務纏
身， 就再也不願意來參加聚會或繼續跟隨
主了。
另一位婦女， 「奈特」（Night）在我
們家工作。 從「奈特」身上， 我學習到不
要對穆斯林婦女的屬靈知識作任何的假
設。 在復活季的某一天， 我正在背誦有關
耶穌形容祂自己是復活和生命的經文。 這
些經文是以阿拉伯文錄在錄音帶裡。 當我
與「奈特」一起做家務時， 我就重複地播
放。 在重複了幾分鐘之後， 我停住錄音帶
問她： 「你了解這段經文的意思嗎？」
「奈特」回應說： 「從來沒有人教過
我任何有關宗教的事。 」這是一位清楚宣
稱自己是穆斯林的年輕婦女， 然而她卻承
認對伊斯蘭教一無所知。 我們播放〈耶穌

朋友）禱告嗎？」如果我們是分享神在審

傳〉給她看。 每當她看到耶穌觸摸人生命
的情節時， 她就哭了。 幾個星期之後， 她

判日時會接受我們進入天堂的確據， 我們
會問： 「你要我為你禱告， 讓神指示你進

宣稱自己相信爾撒麥西哈。
「古魯」（Glue）就用了比較長的時

入天堂的確據嗎？」如果我們誠實地分享

間來作決定。 她是在保羅（Paul）和小金
（Kim）的家工作， 他們每天與她談話時

我們所經歷的神的美善， 那麼我們就可以
有信心更多地邀請， 讓神向我們的朋友啟
示祂自己吧！

都很自然地提到爾撒。 「古魯」是當地清
真寺領袖的妻子， 有七位兒女， 她非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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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遵守伊斯蘭的禮儀。 她看過一次〈耶
穌傳〉之後， 就帶著她比較受過教育的十

住， 因為她知道在伊斯蘭的律法之下， 她
對孩子們是沒有權力的。 就算是她離開她

六歲女兒一起再看一次。 她問了許多的問
題。 其實， 神也透過神蹟來回應禱告， 以

的丈夫， 他也沒有能力撫養他們的兒女。
當「克里絲瑪絲」那天出現在吉恩的

向一些我們所分享的其他穆斯林啟示祂自

家中時， 她的身心靈都破碎了。 因著她的
傷痕累累， 她向警方求助。 沒想到他們竟

己。 然而， 這並不是「古魯」的例子。 她
非常渴慕神， 至終， 她看到了小金與保羅
生活中真實的好消息。 就好像在使徒行傳
十章 22 節裡的哥尼流， 她是一位正直及敬
畏神的婦女。 神以爾撒的真理與她會面。
「克里絲瑪絲」（Christmas）則教導
我們要真實。 「克里絲瑪絲」是在我們其
中一個團隊成員的家中工作， 他們在開羅
的生活正陷入困境。 吉恩（Jean）正面對
文化衝擊、 學習語言的掙扎， 以及其他問
題。 很多時候， 「克里絲瑪絲」都看到吉
恩因著情緒上的痛苦而哭泣。 然而， 透過
她的淚水， 吉恩向「克里絲瑪絲」分享她
的信仰。 她說： 「你知道我哭， 我很痛
苦， 但我要你知道爾撒在這裡幫助我。 祂

嘲笑她說： 「我們不干預家庭問題。 」她
知道她不能再回去這個男人的家， 然而她
的兒女們該怎麼辦呢？
聽了她的故事之後， 吉恩就開始分
享。 「『克里絲瑪絲』， 妳知道一直以
來， 我的生命也面對著許多的困境。 然而
我向爾撒乎求， 祂就安慰我。 我們知道神
恨惡離婚， 但祂也恨惡妳被這樣的對待。
妳願意我為妳禱告， 讓神為妳開路嗎？」
雖然「克里絲瑪絲」很肯定她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但她還是非常渴望我們的
團隊可以奉爾撒麥西哈的名為她禱告。 我
們祈求神改變她的丈夫， 或保護「克里絲
瑪絲」和她的兒女， 及給他們自由。

在我裡面動工， 為我帶來安慰。 祂對我實
在是太寶貴了。 你對我而言也是非常寶貴

一個星期之後， 「克里絲瑪絲」開心
地回來了。 她的丈夫不只是要和她離婚，

的。 我真希望妳能認識祂。 」
「克里絲瑪絲」表示沒有興趣。 她是

還給了她孩子的監護權。 當她告訴我們這
個消息之後， 我們就問她： 「這事是怎麼
發生的呢？這是前所未聞的！」

比較世俗的穆斯林， 有陽光般的外表及舉
止活潑， 她主要的興趣就是追求生活的享
受。 直到有一天， 她帶著熊貓眼以及下背
部的傷痕來上班。
「克里絲瑪絲」嫁給了一位酗酒的吸
毒者， 他們有五個兒女。 之前一個夜晚，
當她泡茶給他及一位客人時， 他因著某些
原因不滿意她的服侍， 就將她手上的盤子
踢掉， 並用熱茶潑她及毆打她。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虐待「克里絲瑪
絲」。 一直到那一天， 她還是與他一起同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道： 「這是因為妳
奉爾撒麥西哈的名為我禱告！」
我回答道： 「克里絲瑪絲， 我們非常
樂意常常奉爾撒的名為妳禱告。 然而， 祂
也邀請妳奉祂的名向神禱告。 妳希望可以
這樣做嗎？」
「克里絲瑪絲」非常渴慕地領受了我
們告訴她的所有關於爾撒的事。 她非常地
愛祂， 在幾個月之內， 就帶領了幾個家人
歸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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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都是我喜愛再回去埃及的原因。 從我
們的觀點， 神縮短了我們在埃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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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明白一些。 然而， 我常常在想， 這些
花兒到底是怎麼成長的， 並且並沒有減
少呢？

祂有祂的原因， 而我們也是在這些年來才

穆斯林事工的主要模式
羅傑． 狄克遜（Roger Dixon）
時下所強調的向穆斯林佈道， 引發
了許多種基督徒的見證模式： 從傳
統的方法一直到極端的伊斯蘭處境化模式

拜。 相對的， 爪哇的教會正在全面的發
展。 因此， 本篇文章將會概要地介紹爪哇
教會的歷史背景， 列出一些並主要的原則

（Islamic contextualization）。 很多這些新

及模式， 並在今日向穆斯林傳福音的一些
應用建議。 1

模式， 得自少自幾百或幾千名分散各地的
歸信者的故事。 然而， 差傳學家似乎忽略
了伊斯蘭歷史中最重要的穆斯林改信基督

在爪哇人當中， 穆斯林比起任何其他
的團體， 有更多人改信基督教。 對多數的

教， 就是十九世紀初期在印尼數百萬爪哇
穆斯林的歸信。

爪哇教會而言， 主要的增長是在 1930 年左
右， 在 1960 後期就進入了爆炸性的增長。

當在鼓勵尋找新的方法時， 要明白及
建立可以使用的成功模式是非常關鍵的。

從 1930 至 1973， 受浸者從 30,425 人增加

如果佈道和教會繁殖的模式是為了要有合
乎聖經的教會， 那麼它們就必須涵蓋神為
萬 有 之 父（the fatherhood of God）的 神
學、 基督的神人二性及工作、 在基督徒的
信心和實踐中之聖靈的工作、 教會的本質
以及基督徒的道德。 很多新的簡單方法是
在極狹隘的範圍， 如以伊斯蘭的方式敬

至 245,532 的「官方」數字。

2

因著政治上

的壓力， 教會在 1970 年初期之後， 就再也
沒有繼續報告真實的數字了。 至今， 依據
非官方的估計， 正式的爪哇穆斯林基督徒
已超過一千兩百萬人。 即使這些估計被扭
曲， 但無庸置疑的是， 這些交錯排列的數
字， 涵蓋著現在已經在東爪哇和中爪哇數
以萬計、 不同的教會。

狄克遜在亞洲擔任了三十四年的宣教士， 多數是在印尼西爪哇（West Java）順達（Sundanese）的穆斯林當中。 目
前是在一個稱作「先鋒團隊」（Pioneers）的國際宣教機構裡擔任顧問。
節錄自 Roger L. Dixon, “The Major Model of Muslim Ministry,” Missiolog 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30, no. 4 (October
2002), pp. 443-54。 蒙允使用。 www.asm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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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人教會的歷史背景

屬靈能力的途徑。 另外一個影響傳福音的
要素是喀加文（kejawen）， 這是爪哇習慣

開始

法（Adat Law）的系統， 其中融入了爪哇

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 爪哇人的教
會在東爪哇的兩個不是很理想的地方開始
。

人、 伊斯蘭和哥巴迪南的宗教信仰體系。
當福音挑戰這些信仰體系時， 爪哇人教會

這兩組人被困在數百年來， 爪哇教會所面
對的哲學和神學的衝突裡， 及基督教的荷

的不同分會就被困鎖在這些事件的衝突

蘭模式和發展爪哇人基督教文化之間的矛

中。 一些專家指出， 雖然大多數已經達到
一致的協議， 但仍有餘數的衝突存在。

盾
，
。 前者的代表是由恩迪（Johannes Emde
德國人）所領導的泗水（Surabaya）模式，

中爪哇的基督教

而後者則是由庫仁（Coenraad Coolen，
半 荷 蘭 和 半 爪 哇 人）所 領 導 的 恩 戈 羅
（Ngoro）會眾。
在 1841 年， 泗水和恩戈羅的教會都吸
引了許多的爪哇人。 在泗水以及鄰近維准
（Wijung）的基督徒男人都追隨荷蘭的傳
統， 他們剪掉他們的長髮， 不戴頭巾， 不
參與穆斯林的齋戒、 爪哇人的禮儀宴會、
3

割禮， 以及穆斯林的婚禮。 但在另一方
面， 庫仁派卻認同爪哇人的文化， 甚至與
伊斯蘭的教導起了衝突。 他們以基督教的
道德水準為實行爪哇的文化準則， 其中一
個例子就是戀愛與婚姻的詳細模式。 庫仁
派就以這個方法， 發展了與荷蘭模式相當
不同的獨特爪哇人的基督教。 這使得後來
的荷蘭宣教士激烈地批評他們。 4
除了這兩派之間的張力， 爪哇人實行
的兩種宗教信仰體系， 也帶來了建立新教
會的哲學張力。 那就是老師們（kiai）所

十九世紀的中期， 教會發展到爪哇中
部。 在大多傳教士來到之前， 住在殖民地
的荷蘭人， 以及荷蘭籍與印尼人所誕生的
歐亞混血人已經種下了福音的種子。 但在
1851 年， 門 諾 會（Mennonite）的 宣 教
士， 詹斯（Pieter Jansz）在中爪哇的北部
使用荷蘭模式（歐洲）。 荷蘭宣教士在中
爪哇的北部和南部落地生根， 之前的穆斯
林 教 師， 易 卜 拉 欣 東 姑 武 龍（Ibrahim
Tunggul Wulung）， 在這些地區發展了他
多數的事工。 5
在南中爪哇， 薩達拉（Kiai Sadrach）
是關鍵人物。 他是出色的團體領袖， 曾經
訪問過東爪哇的基督徒會眾， 並仿造了庫
仁所提議的綜合模式的崇拜。 舉例來說，
他將伊斯蘭的沙哈達（Shahadah）基督教
化： 「Lha illah Iha illolah, Jesus Kristus ya
Roh Allah.」意思就是「除了安拉以外沒有

帶領的正宗伊斯蘭信仰以及哥巴迪南

別神， 耶穌基督就是安拉的靈」。 6 當然，
許多荷蘭的宣教士都不認同他的爪哇式模

（kebatinan： 使 用 杜 昆〔dukun〕和 沙 曼
斯〔shamans〕的內在生活的操練）的非

式， 這也導致教會暫時從差傳的教會中分
裂出來。

正統信仰。 哥巴迪南包括了泛神論和探索
哲爾穆（ngelmu）， 就是自然和超自然之

進入二十世紀， 差傳機構多數都在城
市工作， 他們在那裡可以鼓吹荷蘭式的基

間的關係， 它提供了爪哇人所渴望得到的

督教。 然而， 從 1864 至 1942 年， 在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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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爪哇的教會雖然在宣教士的監督下， 卻
仍繼續保持獨特的爪哇模式。 甚至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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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不太可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成為基
督徒。

天， 這兩種模式還是並行。
當發起領袖逝世後， 信徒們開始統一

身為爪哇人的清楚身分

他們的會眾。 在冗長的整合過程中， 東爪
哇和中爪哇的基督教會發展了一個迎合爪

爪哇教會的早期開路先鋒， 定意要建
立真實的爪哇基督徒的身分。 8 一個主要

哇人心的合一的模式， 這也讓教會透過神
的恩典， 贏得了許多的穆斯林歸向基督，

方面就是使用熟悉的爪哇語， 而非荷蘭語
或馬來文。 教會領袖和一般會友都同意這
是最好及最容易的方法， 以能清楚地表達

以及顯著的增長。 雖然這個模式經過了許
多 的 改 變（當 中 一 些 還 是 在 改 變 的 過
程）， 對於有心志要向穆斯林傳福音的
人， 我們應該考慮值得肯定的重要原則。

福音及它的意思。
到今天還在使用。

9

這第二個原則， 一直

身為基督徒的清楚身分

爪哇人教會的主要原則

第三個原則， 就是鼓勵每一個爪哇信
徒都有一個明確定義的基督徒身分。 雖然

處境化的福音

改變信仰體系是需要時間的。 然而， 信徒
必須逐漸了解他不再是穆斯林或喀加文的

雖然不是所有， 但一些西方人願意允
許爪哇人以東方的觀點來詮釋福音。 然而
在這種情況下， 要保證聖經的世界觀的正
確傳遞。 在某些時候， 福音和爪哇人的福
音、 信仰以及實踐， 是可以調和的。 但在
其他方面， 當與許多聖經教導的形式和作
用之間有差距時， 那些伊斯蘭與喀加文
（kejawen）的習慣法系統就不能被認同
了。 7 舉例而言， 基督徒所認為的個人的
神， 一位慈愛及關心我們的天父， 就與爪
哇人和伊斯蘭的神學有所衝突了。

追隨者。 就算是在教會裡那些繼續實施的
習 俗， 就 如 割 禮（被 認 為 是 伊 斯 蘭 化
的）， 他們信主後就被清楚地教導他們不
再是穆斯林。 他們可能還可以繼續非基督
教的習俗， 一直到浸禮為止。 然後他們就
必須放棄所有與穆斯林或神祕主義有關的
活動， 以及放棄所有除了父神、 子和聖靈
之外不被接納的靈體， 否則就破壞了他們
作為基督徒的本分。 10

這個過程的關鍵， 第一個原則就是，
許多西方人的順從態， 度允許爪哇人領袖

身為教會的清楚身分

以符合處境的方式領導。 一些外國人要控
制這個過程， 但很多都明白至終還是爪哇

身分。 在不引起衝突的前提下， 教會要求
在爪哇人的文化舞臺上有它一定的地位。

人自己要作決定。 六十年過去了， 這個衝
突是重大的， 至終， 一個真實的爪哇人教

這第四個原則， 補充了信徒的身分。 在爪
哇人的歷史中， 地下教會是從來不存在

會湧現了。 如果宣教士們和他們的機構真
的成功地引進他們自己的模式， 那麼今天

的， 儘管在試煉的烈焰下， 教會也從來沒
有假裝不存在或從迫害中撤退。 因此不論

爪哇人教會模式強調教會要有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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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友， 都能在爪哇人的社會分辨出基督
徒， 這也導致了改信基督教者面對了可怕

想。 歸信者在浸禮時並沒有改掉他們的名
字。 13 爪哇教會的信徒原本都是來自於社

的迫害。 對於教會幸運的是， 荷蘭殖民政
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會經濟地位的底層， 之後因著城市化以及
廣大的教育機會， 讓基督徒的青少年有機

Indonesia）的行政， 保護了教會被軍隊滅
除的惡運。 這些顯著的特點， 賦予了福音

會進入教會學校， 這些都讓他們不斷地進
步。 因此現在， 基督徒在社會中扮演了高

能力， 擴展至民間， 吸引了數百萬人。

階層的領袖角色。 基督徒競選公職， 以及
在鄉村和城市擔任主要的職位。

清楚地宣講福音
第五個原則， 除了在不斷嘗試將福音
處境化的複雜過程， 爪哇基督徒保存了基
督徒信仰的根基， 以及從來沒有混淆過耶
穌是神子和救主的獨特身分。 爪哇人的聖
經是使用當地人的辭彙。 就如， 「耶穌
斯」（Yesus： 希臘文翻譯）這個名字，
其實是來自阿拉伯文的「爾撒麥西哈」
（Isa al-Masih）。

11

福音和其他信仰體系有清楚的分別，
這讓爪哇人可以作一個選擇。 福音純粹是
神的啟示， 而不是成全其他的系統。 在福
音發展的過程中， 教會描繪耶穌為拉杜阿

福音廣傳
第七個教會增長的關鍵， 就是廣泛不
拘形式的傳福音。 因著爪哇人尋求個人的
屬靈能力， 當一般基督徒見證他與耶穌的
關係時， 他們會仔細聆聽。 整個社群對他
們的信仰都有極大的興趣。 14 東爪哇基督
教會的歷史說道： 「爪哇基督教的增長，
不論在鄉村或城市， 並非是故意的傳揚而
發生的， 反而是自然生成的， 一般百姓的
開放與主動， 根本沒有正式或有組織的活
動。 」15
多數的佈道可以被形容為「友誼佈

德（Ratu Adil： 正直的王）， 這是祂給爪
哇人的印象， 12 或伊瑪目馬赫迪（Imam

道」（friendship evangelism）。 在二十世
紀前半段， 教會學校、 醫院、 診所， 以及

Mahdi）， 祂完全了穆斯林的信仰， 以及
將他們從屬靈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逐漸

售賣有關聖經的書籍， 都曾經是重要的傳
福音工具； 然而， 過去與現在福音的傳

的， 這些「橋樑」終被拒絕， 一致主要的
看法就演變成耶穌是神、 救主， 祂將我們

播， 卻主要是透過廣泛的家庭網絡。 在威
利斯（Avery Willis）的重要調查裡， 他報

從罪惡中釋放出來， 並要求我們絕對的順
服。 這些無可妥協的信息， 在爪哇的土壤

導說有百分之 84.7 的回應者， 肯定是他們
的家人影響他們成為基督徒的決定。

16

上結出了美好的果子。

重大危機喚醒增長
參與社會
爪哇教會的第六個重要原則是， 呼籲
會友們踴躍參與自己社區的活動， 並成為
領袖。 爪哇基督徒從來就沒有猶太人的思

因著爪哇人渴望他們世界的和平， 自
然災害或社會政治的危機， 就帶來極強大
的屬靈衝擊。 17 在那些時候， 很多就考慮
宣告基督
第八個原則。 教會不斷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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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了國家主義的抬頭、 伊斯蘭復興運動、
西方教育的來臨、 大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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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以及接下來的印尼人的獨立運動。 爪
哇基督徒也參與對抗荷蘭的革命， 這使得

爪哇人的經驗告訴我們， 一間本地教
會的發展， 是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當基督
教以嶄新的世界觀出現在一個團體時， 它

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被公眾所接納。 18 基督
徒也自願在 1965 年共產黨的突襲行動中，

需要紀念碑式的雙向過程， 就是連根拔起
及種植。 如果有了可行的基督教模式， 比

照顧那些受害者。 這兩個事件都帶來了接
下來的教會增長。

較有智慧的做法是， 明白它及將之綜合起
來， 這就強過實行一個短期內構想出來

社會變化中的增長

的， 還充滿疑問的新模式。
沒有人可以推動一個模式而不影響

第九個原則， 就是在經歷關鍵的社會
變化中的增長。 再也沒有其他社會學的因

它。 一些新時代的國外工人從其他國家引
進穆斯林事工的模式， 對完全不同的文

素， 會比這個更影響爪哇教會的增長。 雖
然伊斯蘭教在北岸還是非常強大， 但在南

化， 他們竟宣稱這是最合適的本地模式。
舉例來說， 一些就鼓勵使用伊斯蘭的形式
和風格， 明顯地沒有加以瞭解他們在伊斯

部就非常弱了， 在那裡， 爪哇人的遷移帶
來了教會的增長。 19 再加上基督教傳播的
廣泛性， 已經越過了經濟的階層； 還有，
教會對鄉村及城市人的開放， 預備了日後
1960 年爆炸性的增長。

蘭教的意思， 或新的改變信仰者將如何看
待。 一些新歸信者被教導要每天禱告五
次， 以及參與齋戒月的禁食， 他們並不明
白這些行動在基督教世界觀裡的涵義。 外
國工作者單方面的修建或引用這些模式是

被爪哇人團體所接納
最後一個原則， 早期教會集中力量要
成功地成為爪哇人的一個實體， 似乎說服

很危險的。 我們所教導的所有事情都必須
合乎聖經， 這樣就不會混淆或模糊了福音
真正的本質。

了伊斯蘭主要社群接受基督教出現在他們
的中間。 正如沃特彼（J. D. Wolterbeek）
所指出的， 「在 1920 年， 爪哇人在自己當
中評論他們珍惜宣教的工作， 因為他們的
確是為助人而助人， 而非為了要得到利
益。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明白， 宣教士之所
以這麼做， 都是為了主耶穌基督。 」20

今日穆斯林外展的涵義
爪哇基督教歷史的概要內容及其原
則， 提供了穆斯林外展的新應用。

決策者不能是外國人
在爪哇教會的經歷， 外國宣教士和本
地信徒， 都參與了在根據自身文化特徵而
要成立的教會生活模式。 在許多情況下，
都發生了合併的現象。 然而， 對新歸信者
而言， 基督教的世界觀就更清楚了， 他們
改變或放棄了很多伊斯蘭的形式或喀加文
的文化。 例如， 以禱告為咒語， 使用禮儀
的膳食來免除惡魔的攻擊， 以及遙遠的
神， 他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不同
的。 21 當這些關鍵的不同在新信徒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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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間越發相似及清楚時， 本地的模式與
宣教士的模式就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

福音對改變信仰者必須要清楚
當模式成立後， 基本的內容必須是福
音。 很多所謂的模式， 如所提議的穆斯林
事工處境化是沒有聖經根據的。 福音必須
詮釋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聖經的世界觀將
會非常清楚。 每一聖經的觀念都是非常重
要的， 尤其關鍵的是有關父、 子和聖靈、
人的本性、 罪的觀念、 救恩， 以及個人回
應耶穌是救主。 每一聖經觀都要求世界觀
的改變， 這需要時間以及許多的教導。

歸信者必須融入國人的教會生活
只要有本國人教會的存在， 任何新的
事工都必須盡其所能地融入該團體。 爪哇
人教會的經歷， 便表明了信徒之間關係的
重要性。 迫害將人放在極度的壓力之下，
然而肢體團結的經歷卻鼓勵信徒堅忍。
對長期的教會增長來說， 孤立信徒只
會帶來相對的果效。 這可能在短時間內有
果效， 可以指導信徒有應有的模式及神學
觀。 然而長期來說， 他們會覺得與自己團
體裡其他的信徒斷絕了。 因著領袖們跨越
宗派及維持例常的聚會， 在爪哇的教會發
展了合一的見證。

佈道必須要有高姿態

結論

教會的理想是活躍的佈道， 這在那些
極權制度控制社會每一層面的國家也許是

因著其他的宗派都採用這種方法， 爪
哇人的教會模式已經是向千千萬萬穆斯林

不可能的。 但甚至是在蘇聯、 中國和巴基
斯坦， 就算是在迫害及強烈反應之下， 還
是使用這種佈道法。

傳福音的榜樣。 福音用了極長的時間來滲
入爪哇人的心， 基督徒的世界觀也用了很

高姿態並不代表挑釁的佈道。 它意味
著什麼是爪哇人模式的特徵， 信徒活出一
致的基督徒生活方式， 以及向他們的家
人、 朋友和鄰舍， 以基督徒的世界觀向他
們作見證。

領袖必須是本地人
必須由本地領袖架構所承認及支持的
國人， 來帶領建立教會的過程。 這模式表
明了本地領袖改信基督教的重要性。 不像
那些被外國員工所訓練及聘請的， 這些本
地領袖將被信任、 尊重及有效地推動教會
增長。

長的時間在爪哇人的文化中紮根， 但它的
成果在歷史上是獨特的。 這活生生的模
式， 是我們今天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目
前， 它已經在西爪哇的順達（Sundanese）
穆斯林當中推行， 他們已經開始有歸向基
督的跡象。
第十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爪哇事工的基礎可以追溯到四間教會（作者
在第十二課提到了四間改革宗基督教會的名
字和歷史， 他們在十九世紀時在爪哇人當中
建立事工。 雖然羅馬天主教很可能也有相似
的影響力， 但我只是根據我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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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思考一處新成立之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教會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如下的情況下，你
會給出什麼樣的建議：當一個有許多位妻子的男子成為基督徒後，他應該只留住
一位妻子，而與其他的妻子離婚嗎？見哥林多前書七章 17 至 24 節。還應該應用
哪些其他原則？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酗酒在男性中間是很猖獗的，整個家庭都
會受到連累。另一個信主的女士若有酗酒的丈夫，應該怎麼辦？

2. 信徒或小組還有可能會遇見哪些其他的挑戰？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讀： Greg Livingstong, Planting Churches in Muslin Citi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3).
Bruce A. McDowell and Anees Zaka,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t the Tabl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1999).
Yehia Sa’a, All the Prophets Have Spoken (Durham, Canada: Good Seed International,
2001).
觀察： CNN 或地方的新聞報導， 注意與穆斯林相關的內容。 你能在這些所報導的故事
中察覺出任何的偏見嗎？
禱告： 訂閱〈全球禱告日誌〉（Global Prayer Digest）， 每天透過電子郵件收取每日的
禱告請求。
給與： 透過送禮物給一個穆斯林朋友或家庭， 來慶祝穆斯林或基督徒的節日， 以表示
友誼。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思考問題
 順服大使命
重要的？

培訓門徒； 或是最大的誡命

愛神和愛人如己， 哪一個是最

 在與穆斯林朋友的交友中

， 何時才適合向他傳揚在耶穌裡的生命這份禮物？
 當你和穆斯林或其他人分享你的信仰時 這份信仰的哪些方面看起來與他們更
，
有關係， 或較能吸引他們的興趣？

課程目標
確認能與穆斯林信徒建立友誼的方式， 和我們能夠回應穆斯林信徒的方式。
1. 傾聽你曾接觸過的一般穆斯林的故事。
2. 與同學們分享接觸穆斯林的方式和個人計劃、 互相鼓勵並互相督促。
3. 找出能引發穆斯林朋友興趣的事件或話題， 並說明你如何回應他們。
4. 分享與穆斯林朋友的需要之相關的禱告請求。

課程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安‧ 克勞夫和富拉尼人
跨越鴻溝： 年輕的新婚夫婦回應神的呼召服事穆斯林
一位穆斯林尋道者的來信
進入穆斯林饑渴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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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頁
501 頁
505 頁
5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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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
了味， 怎能叫它再鹹呢？以
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 被人踐踏
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 不放在斗
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 就照亮一家
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 Caleb Project

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
（馬太福音五 13-16）
很少有穆斯林來到基督面前，
不是因為他們認識真正跟隨基督的

1.72 億的穆斯林居住在印度

人。 穆斯林與大多數人一樣， 如果
我們的言語和行為是真誠的， 他們便會積極地回應我們的友誼。 本課就是為了鼓勵我
們在理論上裝備自己， 並在實際生活中有效運用， 從而幫助我們回應作光作鹽的呼召。
現在， 該認真地問一問， 我們的外展計劃是什麼？有鑒於我們所學過的， 哪些回應是
正當的、 合適的？
關於人類的一個既簡單又確切的事實

的足球訓練嗎？帶一位國際留學生一起去

就是， 如果我們不斷地避免承擔風險， 就
無法學到什麼。 但是在我們目前的社區內

吧。 一些信主的姊妹想要減重， 做健美
操， 又不想找男性教練， 所以就開展了女
性健身小組。 這是多麼好的點子呀！對穆

與穆斯林建立關係， 我們可以應用並發展
新的知識。 我們當中有些人希望有一天，
能夠有幸住在穆斯林社區裡。 但是， 如果
我們在現有的舒適、 自然的生活環境中，
不能有好的生活方式與未信者交往， 怎能
期待以後在不熟悉的地方如此行呢？
那麼， 我們就從今天所擁有的開始
吧！什麼都行， 而且所有的也都需要。

斯林女性而言， 又是多麼有吸引力呀！
在美國德州的休士頓市， 參加本課程
的畢業生開始外展去幫助難民。 現在他們
當中， 有些人已經搬進難民臨時居住的公
寓大樓。 這聽起來像是耶穌會做的事！在
這個鄰近地區居住， 讓他們的車子遭損

需要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嗎？與一位剛

毀， 個人的家當也被偷走。 不過， 教會卻
因此此建立了起來， 而且那種源自永恆的

認識的朋友一起去吧。 你要參加自己孩子

馨香， 也從他們的生命中流淌出來。 在黑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夜的盡頭， 他們得享最美好的果實， 與真
正的朋友分享快樂！聽起來夠吸引人吧？
要有基督的樣式便需要大膽， 不僅在
言語上， 也要在那些他人所不願意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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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企業中的職位和其他聲望極高的就業機
會， 卻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死於脊膜炎。 他
那些同學們在震驚之餘， 或許覺得這犧牲

努力上。 不利於事業的選擇， 或選擇住在
一個需要十分明顯， 明顯到你不得不伸手

實在是一種浪費， 但在他的聖經裡， 波頓
卻寫下了這樣的話： 「毫無保留， 絕不退
縮， 永不後悔。 」（No Reserves, No Ret-

幫助的社區

reats, No Regrets）2

個畢業生與一位當地的穆斯林披薩店老闆

太多耶穌的跟隨者在繁重的生活中，
苟延殘喘地度日。 一次又一次地推滾著同

成了朋友， 並開始與他來自巴基斯坦和印
度的基督徒一起禱告和敬拜。 他們教他學

樣的巨石上同一座山坡。 這是希臘神話裡
地獄的景象！反過來， 與我遇見的一位患

會使用一種亞洲樂器， 並邀請他加入敬拜
團。 可惜的是， 他的行為舉止對教會裡大

有氣喘的愛爾蘭年輕牧師相比吧： 他情願
過貧窮的生活， 住在倫敦孟加拉人的社區

多數的人而言太極端， 因而無法被接受。
我們主要的阻礙， 也許是基督徒團體本身

裡。 先前， 他曾因為有謠言說他誹謗穆罕
默德， 而被穆斯林們毆打以致住院治療。

所存在的誤解。
不要因此卻步。 事實上， 乃要帶著其
他的信徒和你一起去。 他們接觸他人的意

但當我們在這個社區裡散步時， 卻常常有
人向他問好且熱情地接待他。 他說： 「我
在神學院的朋友們給我建議： 『為什麼不

願， 也許要等到他們親身嘗到與穆斯林們
在一起的甜蜜時才會被點燃。 魯益師（C.

在安靜的小鎮， 負責一個牧區呢？那樣你
還可以有整個上午的時間學習。 」他語帶
反感地回答道： 「什麼？我寧願看到有人
來到耶穌面前， 並且認識祂！」我們太繁

這些在教派的特性中， 都
不是什麼受歡迎的路線。 本課程的另外一

S. Lewis）在 他 的〈極 重 無 比 的 榮 耀〉
（The Weight of Glory）一文中， 描述了這
麼一群人， 他們是城市裡長大的孩子， 從
未在海邊度過假。 若是給他們機會， 他們

忙了嗎？我們是否被繁多的家庭責任拖住

反倒寧願在炎熱的城市街道上玩泥巴。 他
們想像不出海風吹拂的感覺！1 我們不能

有這些憂慮都可以將我們帶到慈愛的主神

了？還是因為債務？我們缺少恩賜嗎？所

允許我們的朋友或我們自己被限制在有限

面前。 許多正當的藉口， 其實是深深植根
於我們的心靈中對基督的不肯信任。 我們

的想像中， 特別是當神「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書一

羞於作見證， 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聖靈的
權能
， 卻是因為我們允許自己的恐懼和有限

19）， 而這能力正等著被我們使用， 以服
事那些需要經歷耶穌的人。

的經驗牽制我們加入宣教服事的行列中
。
我能夠瞭解： 我也曾感到尷尬， 特別是當

二十世紀初， 波頓家族乳製品行業財
富的繼承人， 也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

和我在一起的穆斯林朋友察覺出基督在我

威廉‧ 波頓（William Borden）， 卻成為
走入穆斯林當中的宣教士。 他拒絕了在家

裡面， 而我卻還沒有察覺出基督在我裡面
的同在。 如果我們已經從罪、 羞愧和恐懼
中被釋放出來， 為什麼還默不作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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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無論來自何處， 包括我們自
己， 都受到攪擾， 都感到無助， 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 36）。 被稱作羊
並非什麼可誇的事， 因為羊並不是很聰明
的動物。 如果牠們翻過身仰臉躺在地上，

這是極真誠而又令人欽佩的回答。
我們做得到！我們能瞭解聽到我們的
救主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時的那種喜悅， 和擁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

就會因為無法自己轉身站起來而被活活餓

徒在天堂歡迎我們時的那種喜悅。 我們可
以花時間來建立和我們鄰舍之間， 充滿愛

死。 我們基督徒並非什麼「絕頂聰明的
羊」。 但關鍵是， 我們有一位牧人， 而我

的友誼。 耶穌給我們最大的誡命就是：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

們的工作就是跟隨這位好牧人。 當我們跟
隨祂的時候， 其他的羊也會加入我們！跟

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
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

隨牧人不需要有智慧、 恩賜或經驗； 我們
也用不著時刻提防獅子、 窄路或深谷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馬太福音廿
二 37-40）基督徒們相信愛並關懷他人，

我們只要緊緊跟隨牧人就好。 而且跟隨牧
人總是好過我們所期待的， 甚至是舒適
的， 猶如青草地旁清涼的溪水。

和與他們分享福音有著同樣的意思。 如果
我們口口聲聲說愛人， 卻不在行動上表現

那些畢業生融入了他們的社區， 找到
了減輕鄰居們經濟負擔的簡單方法， 或者
是為受壓迫者尋求調解和正義

他們的

出來， 我們真的愛嗎？穆斯林會察覺出我
們與他們建立友誼是否單單只是一項「專
案」而已， 或者我們是否真的把他們當作
朋友看待。 當穆斯林看出我們真心愛他

人們作這樣的見證， 說： 「我還沒有到那
裡。 我在愛穆斯林方面還有掙扎， 但是我

們， 他們也會看到神的愛彰顯出來。 單單
這一點， 就可能開啟他們的心靈， 以迎接
透過耶穌基督給他們的愛和救贖。

開始看到神對他們的愛了； 而且我正祈求
神來改變我的心思意念， 能以更完美的方

「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多取。 」（路
加福音十二 48）

式來展現這份愛。 你可以為我禱告嗎？」

K.S.， 編者

故事往往讓我激動不已！我也很高興聽到

通往穆斯林心靈之路
通往穆斯林心靈最近的路， 常常可以透過主觀而不是客觀的研究而找到。 障礙有可能
就存在於宣教士的心裡， 正如在穆斯林心裡一樣。 （宣教士）應該醞釀最高度的同情心，
和對我們與穆斯林共同享有之所有最基本真理的欣賞。
Samuel Zwemer, The Muslim Christ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12),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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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附註
1. C. S. Lewis, The Weight of Glory and Other
Addresse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p.
26.
2. Mrs. Howard Taylor, Borden of Yale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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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in Taber, Muslims Next Door: Uncovering
Myths and Creating Friendship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4). www.zondervan.com
Tony Payne, Islam In Our Backyard (Kingsford,
Australia: Matthais Media, 2002).

有條件的愛
雖然穆斯林把真主（神）看作一位慈愛、 滿有恩典憐憫和熱情的神， 但是大部分的穆
斯林並未把真主（神）看作是一位可親近或個人的神。 祂的愛是需要透過有條件的祝福才
能經歷的。 古蘭經如此描述真主（神）的愛：
在那日， 人人都要發現自己所作善惡的記錄陳列在自己面前。 人人都要希望在自
己和那日之間， 有很遠的距離。 真主使你們防備他自己， 真主是仁愛眾僕的。 你說：
「如果你們喜愛真主， 就當順從我； ﹙你們順從我﹚， 真主就喜愛你們， 就赦宥你們
的罪過。 真主是至赦的， 是至慈的。 」你說： 「你們當服從真主和使者。 」如果他們
違背正道， 那末， 真主確是不喜愛不信道的人的。 （古蘭經三 30-32）
其他古蘭經的經文也解釋了真主有條件的愛：
你應當借真主賞賜你的財富而營謀後世的住宅， 你不要忘卻你在今世的定分。 你
當以善待人， 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樣。 你不要在地方上擺弄是非， 真主確是不愛擺弄是
非者。 （古蘭經廿八 77）
不信道者， 將自受其不信的惡報， 行善者只為自己預備安宅， 以便真主用他的恩
典去報酬信道而且行善者。 真主確是不喜愛不信道者的。 （古蘭經三十 44-45）
以免你們為自己所喪失的而悲傷， 為他所賞賜你們的而狂喜。 真主是不喜愛一切
傲慢者、 矜誇者的。 （古蘭經五七 23）
聖經也提醒我們警戒驕傲， 搬弄是非和不信實：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
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五 8）。 「我們縱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
的， 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摩太後書二 13）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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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克勞夫和富拉尼人
法蒂瑪‧ 穆罕默德（Fatima Mahoumet）
安‧ 克勞夫的父親在她還是孩子的
時候， 曾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建立許

性會面， 甚至是那些處在最嚴謹的深閨之
中， 根本不會與已婚男性、 更別說是未婚

多教會， 不過當她去尼日利亞（Nigeri）
的時候， 並未把自己當作是宣教士。 她僅

的基督徒弟兄見面的女子們。 這些女子
中， 有一位特別喜歡與安在一起。 她帶安

僅是一位教授英語的外語老師。 這使她能
夠更瞭解她的尼日利亞學生， 與他們一起

參加了所有的特別的儀式， 如： 命名典
禮、 婚禮和葬禮。 她不但幫助她學習語

吃飯， 最後讀一些聖經故事給學生們聽，
並和他們一起討論； 有位學生還因此對聖
經表示極大的興趣。

言， 隨著安繼續瞭解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她更提供了許多交流和解釋的橋樑。 安還

通往穆斯林社區的通道

學到了這些新朋友的傳統故事， 並逐漸深
深地愛上並欣賞他們生活的豐富層面。

隨著他們的友誼日漸加深， 這名學生
向她開啟了進入她所在區域， 富拉尼人家

她發現身為單身女性， 其實有許多優
勢。 在回答類似為什麼她還沒有結婚這樣
的問題時， 安借用哥林多前書七章的經文

族生活的迷宮之門。 這名學生有許多位姐
妹都已嫁入其他家族。 當她的學生去拜訪

和一段古蘭經中相對應的經文， 來解釋單
身女性可以完全投入到主的工作中。 她又

他姐姐們時， 安隨著他一起去， 也見到了
家庭中的每一員。

加上這樣的事實， 就是不像古蘭經， 聖經
允許她在過了自己二十歲生日之後， 仍然

作為一名教師， 安受到了這個群體中
男性領袖們的尊敬。 應他們的要求， 她花
了許多時間回答他們關於聖經的問題， 幫

活得極為精彩。 另外， 她說， 否則她又怎
能教她的學生們， 而又隨時可以在他們遇

助他們更全面地瞭解聖經中所記載的事件

到麻煩的時候， 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 都
可以幫助他們呢？她不必受到婚姻需要的

和人物， 包括耶穌， 這位他們在古蘭經裡
已經認識的人物。 在準備過程中， 她對古

支配， 也不會受到深閨制度的限制。 她總
是可以有時間和機會幫助人。

蘭經和聖經作了比較研究， 注意到他們的
獨特之處、 不同點和相似點， 並使用他們

通往他們心靈的通道

的民間故事作為討論聖經的橋樑。
安很快就找到了通往穆斯林社區每一
個部分的通道。 身為女性， 她可以與和她
的所有男性聯絡人之有親屬關係的所有女

安開始把她的精力著重在北尼日利亞
的富拉尼人身上。 富拉尼人絕大部分過著
遊牧生活， 他們不斷地尋找好的草場， 使
他們能遍佈整個西非次撒哈拉地區。 堅穩

改編自 Fatima Mahoumet, “Ann Croft and the Fulani.” The Zwemer Institute Newsletter, (Spring 1981).蒙美國哥倫比亞
州的茨維莫穆斯林研究院（Zwemer Institute of Muslim Studies）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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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落紐帶和六個世紀的穆斯林福音工
作， 使他們成為西非最有果效的伊斯蘭教
徒。 在六百七十萬富拉尼人中， 僅有四百
名是已知的基督徒。
隨著安更加瞭解有於神差遣她到其中
的這群人， 她找到了如何向富拉尼牧民顯
示他們對神而言是很特別的方法。 她在聖
經中找到了許多記載過遊牧生活， 同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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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 深知
牲畜對他們的重要意義， 安開始幫助他們
使用獸藥以增強牲畜的健康， 從而也協助
富拉尼人開始因應因著都市化所引起不斷
加劇的經濟問題。
照顧牲畜是通往富拉尼人心靈的通
道。 有一次安幫助一位富拉尼長老， 為他
兒子拿到一些治療肺結核的藥， 和給長老

與穆斯林婦女接觸
經過對穆斯林卅八年的服事後， 一位有經驗的宣教士說她發現許多穆斯林婦女得聽一
百五十多遍福音後， 才能開始明白福音是什麼。 所建立的友誼橋樑需要足夠堅穩， 才能承
載福音， 也需要時間和投入。 試思考以下這些可以為接觸穆斯林女性， 建立穩固友誼橋樑
的實用方法：
當一名聽眾。 瞭解她的家庭、 文化、 語言， 甚至如何烹調她喜歡的菜
• 成為學習者
餚。 這將為你們彼此帶來祝福。
• 認識到她學習方式的不同。 許多穆斯林女性不會讀寫。 就算她們會， 也不會覺得閱讀
或任何與閱讀相關的教學方法， 是有價值或有樂趣的。 許多人生活在一個口耳相傳的
世界裡， 她們是透過「聽」來學習。
• 把自己定位成遵循耶穌教導的人。 確認你們共同相信的事物， 分享神是如何在你的生
命中動工的， 祂又是如何回應禱告的， 以及祂是如何滿足你的一切所需。
• 口述聖經故事。 「編年口述聖經故事」（Chronological Bible Storying）是呈現福音的
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透過詩歌、 歌曲和戲劇形式， 來表達你的藝術想像。
• 當你的朋友有實際需要， 或在緊急情況下伸出援手。 預備好開車送她去醫院， 她生病
的時候替她做飯， 替她做些瑣事， 或者幫她學習語言或是指導孩子們的作業。
• 與她一起禱告。 找出她特別的需要， 並與她一起將這些需要大聲交託給神。 祈求神賜
下神蹟奇事， 相信神會透過異夢、 異象與醫治來彰顯祂自己。
1. A. H., “Discipleship of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Ministry to Muslim Women: Longing To Call
Them Sisters, ed. Fran Love and Jeleta Eckheart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 146.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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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還真不太習慣有人專門為他們
籌辦活動。
在那場福音大會快結束的時
候， 那個地區的首領告訴安， 說
他希望他的族人能夠加入基督徒

© Dave Richards

團體。 他看到了基督徒和他們的
聖書關心他的族人的需要。 最偉
大的先知們， 歸根結底， 像亞伯
拉罕一樣， 也都是放牧的！他還
布吉納法索的富拉尼牧人

告訴安， 要使許多人也對基督教
信仰感興趣； 而安所能做的最好
的一件事， 就是不斷地對他們文

的驅蟲藥。 但是直到安把藥交給長老， 好
驅除牛群體內的寄生的時候， 長老說：

化的各個層面表現出真正的興趣。
把新信徒召集起來加入活躍的團契，

「現在我知道， 你真的愛我們！」
安另有機會聯合另外一個在遠方城市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就算是讓一些富拉尼
年輕人安靜下來參加聖經學校， 也已經夠

的宣教機構， 籌畫一個為期三天， 特別向
富拉尼人的福音大會。 他們告訴富拉尼

困難了。 一個永久性的地點對一個部落來
說， 可能意味著脫離遊牧的生活。 隨著他

人， 那是宗教集會， 將學習先知中的一位
亞伯拉罕
一位超級牧人， 他擁有

們不斷地邁向一個經濟、 政治和社會不穩
定的未來， 或許現在是神為富拉尼人預備
好的時刻。

牛群、 羊群、 驢子， 又有山羊和駱駝。 對
富拉尼人來說， 這實在是件大事， 因為他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501

跨越鴻溝：
年輕的新婚夫婦回應神的呼召服事穆斯林
前線差會（Frontiers）
當威爾和婕米喬丹（Will and Jamie
Jordan）參加鳳凰城基地「活石」
（Livingstone Internship）實習的時候， 他
們剛剛結婚九個月。 他們相信這一年的前
線差會福音工人的宣教生涯培訓， 將會幫

刻到了。 」
威爾和婕米並沒有因為 911 恐佈攻擊
事件， 及給中亞國家所帶來的深刻變化造
成的大量需要而等待許久。 在大部分的戰

走出國

爭結束後， 喬丹夫婦帶領了一個由幾位單
身和兩對夫婦組成的「跨越鴻溝小組」，

境， 在未得的穆斯林人民當中， 成為耶穌
的見證。

投身到為期至少六個月， 旨在滿足這個穆
斯林主導國家的人民， 現時需要之人道主

喬丹夫婦在一處住滿了難民的居民區

義救援活動。
在描述他們到那個國家的呼召時， 威

助他們達到他們的長期目標

裡找到了一間公寓。 透過不斷地找尋真誠
的友誼， 和對他們的穆斯林鄰居們的真實
瞭解， 威爾和婕米很快地就邀請到他們的
新朋友們去他們家吃飯或喝茶。 每一次，
他們的客人也會回請。 夫婦倆都分別做世
俗的工作， 以支付一年的服事
威爾搬

爾和婕米後來在他們的通訊報導中寫道：
「假如不是為了這個， 我們花費一年的時
間準備， 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們怎麼能
聽到懇求福音工人們把食物送到一個饑餓
的國家的呼聲， 卻又置之不理呢？」

運行李， 婕米在一所幼稚園工作。
每一個星期， 喬丹夫婦和其他的實習

七月：「愛在分分秒秒！」

生與前線差會的輔導們一起敬拜和禱告。
威爾和婕米負責撰寫與穆斯林們每週見面

喬丹夫婦和他們的團隊抵達之後， 迅
速與長期的福音工人聯合起來， 在已經開

學習聖經的研究報告。 隨著性格的議題和
所出現的壞習慣， 前線差會的領袖們和藹

始的發展事工中找尋他們可以進行的事

地挑戰他們為在這些方面的成長設定目
標。 至 2001 年 9 月， 這對夫婦成功地完成
了他們的實習， 並開始積極地找尋海外
的服事地區。 他們在給朋友們的信中寫
道： 「丟下美國口音， 經歷中東文化的時

工。 威爾和婕米每天花四個小時學習他們
的新角色， 並在那個城市裡認識道路； 另
外四個小時用於強化語言課程。 他們的團
隊非常謹慎， 總是穿著端莊的傳統服飾。
對婕米來說， 就意味著她總是會戴著一條
圍巾以蒙住自己的頭髮。

前線差會的使命， 是透過在未聽過福音的穆斯林人民當中建立教會， 以榮耀神。
“Filling the Gap: One Couple’s Diary During Six Months in Central Asia.” Frontiers Frontlines 4, no. 3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 1, 3-6. 蒙允使用。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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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祝福， 團隊受到一些當地家庭的
幫助， 包括一名廚師塔比莎（Tabitha），

我感到難過， 但這也是與這裡的婦女找到
共同點的更好的途徑。 在一個村子裡， 我

她抱住婕米說： 「因為你遠離了你的母
親， 我會成為你在這裡的母親， 你就是我

聽見南茜（Nancy）問一位當地婦女有幾

的 女 兒。 」還 有 他 們 的 司 機 阿 姆 德

個孩子。 那位婦人回答說她有過十個孩
子。 憑著在當地多年的生活經驗， 南茜又

（Ahmed）也提供很大的幫助， 他不但替
小組在食物上議到便宜的價格， 也在許許

問， 有幾個孩子還活著？那位婦人說道：
「我有一個兒子還和我住在一起。 」南茜

多多其他方面予以協助。
最初的幾天之後， 威爾給家裡寫了封

接著問過世的孩子中， 是否有流產造成
的， 她說她一共生了十個孩子， 也有幾次

電子郵件： 「昨天， 一個十四歲的男孩教
我如何穿褲子。 基本上， 我們在文化方面

流產。 南茜詢問醫生， 是否因著她的某些
健康情況， 致使她不能養育健康的孩子？

只相當於一個五歲的孩子， 而且我們愛極
了在這裡的每一分鐘。 每日生活中的挑戰

醫生回答說不是， 她的孩子們與這裡的孩
子們普遍的死亡原因一樣： 水傳染的疾
病、 營養不良和戰爭。 」

對我們來說， 仍然如冒險一般新奇。 我希
望這永遠不會改變。 」

八月：忍受失落
他們抵達後不久， 婕米的祖父在美國
過世了， 這是一個家庭的失落， 而她又不

十月：淨水
威爾寫道：
「我正處在為整個村子（約一千五百
人）設計建造一個引水系統的痛苦掙扎

能回家參加喪禮。 她的小組舉行了一個追
思聚會， 好讓她可以表達哀悼。 與此同

中。 目前， 村民們飲用的水是灌溉用溝渠
裡的水， 或是有流動水的池塘裡的水， 再

時， 婕米開始經歷到早晨的反胃症狀。 很
快地， 她意識到自己懷孕了。 威爾開始監

來就是算不上井的淺井裡的水。
兩種水源都受到垃圾污物和其他致病

督兩所供一千名兒童（包括女童）學習的

物質的嚴重污染。 在另外一個機構的幫助
下， 我們挖掘了一口深井， 並與一台抽水

學校之建設。 婕米向教授們教英語， 教授
們再把自己所學到的傳授給其他人。 威爾
也與其餘的「跨越鴻溝」團隊一起開始為
急需水源的村莊打造二十口井。

機和水塔連接。 從水塔、 地下管道將水輸
送到街道上的各個水龍頭； 也許有一天，
會輸送到每一戶家庭裡。 尋找零件和工

九月：數算代價

具， 一直有點像在五金行裡找汽車零件，
但是我喜歡這個挑戰。 」

婕米給家裡的信中寫道：
「父神一直以我從來未曾經歷過的方

十一月：與新朋友們盛宴

式， 給我真實的安慰； 祂也一直給我力量
和喜樂， 我知道這力量和喜樂不是從任何
外在的泉源來的。 失去那個孩子一直都令

「跨越鴻溝」小組和他們當地的朋友
們一起以穆斯林風格慶祝感恩節。 小組為
他們的廿七位客人烹煮了兩隻火雞， 在地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503

有關感恩節的事， 然後請大家分
享他們感恩的事。 幾位我們當地
的朋友都說， 他們有多高興能夠
為這個發展專案效力， 還說他們
© Caleb Project

把我們當成家人。 」

十二月：走第二哩路
當穆斯林們的第三十天白天
僑居在印尼馬杜拉（Madurese）的婦女

齋戒禁食， 也就是被稱作拉瑪丹
（Ramazan， 即齋戒月）結束的時

毯上擺了許多道不同的菜餚。 一位村民端
起盛著義大利醬的碗， 放在嘴邊開始喝，

候， 他們一年當中最大的節日
開齋節
（Eid）就開始了。 威爾寫道： 「開齋節如

滿心以為是湯。 微微作了個鬼臉， 他禮貌
地微笑著把碗遞給坐在旁邊的人。 婕米寫
道： 「聚餐後， 一位小組成員為大家說了

同耶誕節一樣， 既有其大眾化的特點， 又
蘊含著屬靈意義上的重要性； 但是在我看
來， 開齋節更有趣。 」按照傳統， 喬丹夫

把基督的信仰帶回家
在飽受戰爭折磨的阿富汗， 一個地下的基督徒運動正在不斷地增長。 在塔利班
（Taliban）執政之前， 阿富汗是世界上福音傳播最少的國家之一， 在阿富汗的基督徒少於
三千人； 現在， 突然有近兩億難民遷回， 其中有些還帶回了他們離開前所沒有的
對基
督的信仰。
「令人吃驚的是， 有這麼多的人在巴基斯坦的時候找到了主， 」一位救援工人告訴
《靈恩》（Charisma）雜誌說： 「許多人作過異夢， 耶穌在夢中向他們顯現， 並啟示祂自
己就是真理。 另外一些人是透過在偏遠山區的巴基斯坦之信徒網路被得回的。 」
很難得到有關於阿富汗教會的訊息， 而且大部分在阿富汗工作的外國基督徒都對所提
供的訊息感到遲疑， 因為這樣有可能影響他們的工作， 並使阿富汗的信徒們處在危險之
中， 但是福音卻不斷地擴展。
「對阿富汗人來說， 不談論神是很不自然的事， 」一位基督徒工人解釋道： 「他們在
尋找某種新的東西， 因為知道他們過去已經有的， 並不能使他們再前進了。 我每天都談論
耶穌， 因為每天都有人問我。 就是這麼簡單。 」
摘自： Charisma Magazine（2004 年 1 月）， www.charisman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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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在這個三天之久的節日裡拜訪了許多家
庭， 吃糖果、 喝茶、 分享主人們最令人欣
賞之處。 在這個文化中， 人們特別穿上新
衣， 來代表在之前一個月守齋中， 他們感

然逃過一劫。 他們之後在信中提到了肇事
司機： 「在我們住院的過程中， 我們有機
會與他分享平安， 這份平安不是來自於我
們自己。 神的平安超自然的同在， 並為我

到的靈魂上的潔淨。 在節日中， 喬丹夫婦
僅僅拜訪了九個家庭， 一個對當地人來說

們帶來極大的安慰。 」
他們後來把他們在中亞的經歷， 描述

很微小的數字， 但是婕米卻寫道： 「我們
覺得根本沒有辦法在每一天結束的時候，
再吃下一顆甜杏仁了。 在節日期間真是冷

成他們所經歷過最艱難的， 也是最美好的
一次。 神透過他們所處的環境， 作了奇妙
的工作： 令人激勵的友誼和消沉低靡的日
子， 團隊成員之間的衝突與和平， 成功的

到都快凍僵了， 而且好多人家的窗戶是沒
有玻璃的。 我們真的很高興還可以有熱茶
和溫暖的衣服， 可以勉強與寒冷對抗。 我
想我穿了五層的衣服。 甚至在這些極其簡

專案和失敗的計劃。 喬丹夫婦的經歷是轉
化性的。
威爾和婕米以及其他人正計劃著再次

陋的家裡， 他們卻待我們如同上賓。 熱情
好客絕對是這個民族獨有的。

重返中亞， 在他們所愛的人群中興建教
會， 並實施進一步的人道救援。 他們意識

2003 年

到想要在這群百姓中發揮深刻的影響力，
需要時間、 努力和長久的友誼。 在「跨越

六個月的辛勤工作結束後， 喬丹夫婦
和其他幾位「跨越鴻溝」小組的成員決定

鴻溝」團隊的一年經歷， 開啟了喬丹夫婦
的眼界， 使他們看到在中亞的嚴酷現實，

繼續留下來直到 2003 年 4 月， 以繼續幫助

和神所賞賜的生命契機， 與向穆斯林人民
的見證和服事。 他們目前正在招募團隊，

長期的福音工人完成對村子的援助專案。
今年夏天， 威爾和婕米遭遇了一場車禍，
但很奇蹟地， 當他們以時速五十五英里
（約八十九公里）的速度撞上另一輛車時
（正違規迴轉）， 他們並沒有喪失生命。
醫務人員都感到大為驚訝， 因為喬丹
夫婦除了受到些微輕傷外， 包括婕米的鼻
骨骨折、 威爾的一條肋骨骨折， 夫婦倆竟

並與前線差會美國辦公室一起招募人員，
參加「跨越鴻溝」小組以前往中東。
進深閱讀
Marti Smith, Through Her Eyes: Perspectives on
Life from Christian Women Serving in the Muslim
World (Waynesboro, Ga.: Authentic Medi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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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穆斯林尋道者的來信
楊腓力（Philip Yancey）
我寫這個專欄的期限在「911」恐
怖攻擊事件後不久就到了。 有成堆
不同的潛在專欄掠過我的腦海。 最後， 我
還是決定將這個欄位刊登於 9 月 12 日， 也
就是悲劇事件之後的隔天， 我所收到的一
封傳真的摘錄。 這封傳真給一個通常被當
作全球性討論的話題予以私人化的個人關
注， 也為教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挑戰。 對
我來說， 這個世界上正在進行的每一件

基斯坦這樣的封閉社會裡， 任何對伊斯蘭
教的批評都會面臨死亡的懲罰， 所以任何
人也不能有對信仰存有任何偏差的看法。
當我發現關於伊斯蘭教的所有這些不
是很令人同意的事之後， 我發現自己被基
督教信仰吸引。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一位在
美國的當地牧師。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我
一直與他見面， 而且每次都問他許多問

事， 都因為這封信而有了不同的傾向。

題。 而每次， 他也會給我一些書閱讀。
對一個穆斯林來說， 如此對基督教信

親愛的楊先生：
當思想到昨天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可

仰感興趣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我的家人和
我曾經談論過許多問題， 比如像在伊斯蘭
教裡救贖的概念（藉由行為）， 和在基督

怕悲劇， 我不知道在這個時候是否適合討
論一些個人問題。 但是或許正因為已經發

教裡救贖的概念。 他們覺得那是很可笑的
事， 一位救主， 一位替所有人的罪而死的

生了的事， 我想我應該寫這封信， 因為我
現在相信魔鬼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人， 而且你所要做的就是「單單地相信
祂」這個概念。 老實說， 我也覺得這個想

在巴基斯坦長大， 我一直都是一個傳
統的穆斯林教徒。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在

法有點奇怪。
伊斯蘭教相信耶穌是由童貞女所生，

我生命中發生的一些事， 促使我開始思想
神。 我的一位朋友長了腦瘤， 這使我痛苦

但是祂只是真主的一位先知， 再無其他
了。 伊斯蘭教還說祂是被真主舉起， 並沒

萬 分， 也 同 時 促 使 我 開 始 尋 求「為 什

有被釘死； 猶太人只是「認為」他們將耶
穌釘死了。 伊斯蘭教甚至相信耶穌的再

麼？」的解答。 我讀過一些西方作者撰
寫， 關於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信仰的
書。 我很驚異地學到許多我以前從未知道
的， 關於我的宗教信仰的事情。 我當時感
到， 現在仍然感到被背叛和受傷。 在像巴

來。 我發現自己在家人面前替基督教信仰
辯護， 爭辯十字架上的受難是歷史事實，
並且祂是由童貞女所生的， 且將來還要再
來， 不可能僅是真主的一位先知而已。

楊腓力是《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的資深特約編輯， 也是榮獲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出版人聯會金牌
獎最多的作家。 他的著作相當豐富， 包括《有話問蒼天》（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無語問上帝》（Disappointment with God）、 《疼痛： 不受歡迎的禮物》（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等。
摘自 Philip Yancey, “The Back Page: Letter from a Muslim Seeker,” Christianity Today 45, no. 15 (December 2001), p. 80.
蒙允使用。 www.christianity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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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我而言， 最痛苦的發現是伊斯
蘭教信仰的好戰性。 我以前總是認為這些

導， 與耶穌要我們轉過另一邊的臉也讓人
打的教導， 是相當不同的。 我現在知道，

宗教狂熱分子只不過是被誤導的人， 他們
給伊斯蘭教帶來了不好的名聲。 確切地

暴力確實在伊斯蘭教裡有十足的先例。
昨天在美國這個國家所發生的可怕悲

說， 伊斯蘭教不允許殺害任何無辜的婦女
和兒童， 但正如我所發現的， 這方面的教

劇， 看起來是告訴你可以「以牙還牙」之
教導的邏輯結果。 我認為當你試圖把神的

北美的穆斯林
自一九六○年代以來， 北美的穆斯林人口急遽上升。 根據皮尤全球宗教現況報告（Pew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指出， 現今有兩百七十萬穆斯林人口居於美國。
加拿大的穆斯林人口剛剛超過七十萬， 墨西哥則少於一萬。 預估至 2030 年， 加拿大
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會從 2010 年的百分之二點八， 上升至百分之六點六。 多倫多， 這個號
稱世界上最為種族多元化的城市， 估計穆斯林達到人口數的百分之五， 是北美穆斯林最高
度集中的城市之一。 1
在美國， 許多穆斯林為阿拉伯裔（百分之二十六）或南亞裔（百分之十六）； 其中絕
大多數是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的公民。 並非所有阿拉伯或南亞移民都是穆斯林； 無論如何，
也有為數不少的美籍阿拉伯人是基督徒， 並且有許多南亞移民是印度教徒或錫克教徒。 此
外， 美國也住著五十萬以上伊朗的人。 雖然二○○一年 911 事件之後， 中東穆斯林學生的
人數顯著下滑， 但 2011 及 2012 學年， 至美國的七十六萬名國際學生中， 仍有超過十萬名
是來自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
並非所有的美國穆斯林都是新進移民。 在美國， 將近百分之二十的穆斯林是非裔美國
人。 根據皮尤基金會（Pew Foundation）所作的調查研究， 美國的伊斯蘭教皈依者中， 百
分之五十九為非裔美國人、 百分之三十四為白種人， 百分之七則來自其他種族背景。 然
而， 其他的研究顯示， 許多皈依伊斯蘭教者， 並不會一直留在伊斯蘭教中。
1. www.torontomuslims.com
譯註： 伊斯蘭（Islam）與穆斯林（Muslim）在字源上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於使用上， 伊斯蘭描述的
是宗教及其引申的文化觀念， 於此同時， 穆斯林只指伊斯蘭宗教的信仰者或生活方式。
摘至： Operation World; www.cair-net.org.
進深閱讀
Roy Oksnevad and Dotsey Welliver, The Gospel for Islam: Reaching Muslims in North America (Wheaton,
Ill.: Evangelical Missions Information Service, 2001).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Larry A. Poston with Carl F. Ellis Jr., The Changing Face of Islam in America (Camp Hill, Pa.: Horizon
Books, 2000). www.cpi-hori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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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棄我的穆斯林信仰。 我非常愛她。 但是
我又怎能強迫我的心相信這看起來就是不
對勁的信仰呢？我仍然對基督教信仰有許
多問題， 但我知道如果我決定改變我的信
仰， 將會導致很深的心痛。 我會被所有的
親戚們趕出家門。 還有， 我在美國的身分
明年就到期了， 考量我現在對伊斯蘭教的
看法， 我對基督教信仰的贊同和喜愛， 我
實在無法想像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情形。
你認為我會在教會裡找到滿有愛心、
思想開通的朋友嗎？說有些人有戒心， 不
想與某個屬於不同的、 亞洲印度血統的人
打交道， 公平嗎？與一個不同膚色， 不同
口音的人作朋友呢？
© Caleb Project

我真的感到非常困惑， 迷失了方向。
請告訴我該怎麼辦。 神祝福你。

誰是你的鄰舍？

旨意強加於這個世界上， 而不是相信祂的
國度不是屬於這個世界， 而是屬於另一個
世界的時候， 這些事就會發生。
我的母親非常難過， 她一直央求我別

進深閱讀
Roy Oksnevad and Dotsey Welliver, The Gospel
for Islam: Reaching Muslims in North America
(Wheaton, Ill.: Evangelical Missions Information
Service, 2001). www.billggrahamcenter.org/emis
Larry A. Poston with Carl F. Ellis Jr., The Changing Face of Islam in America (Camp Hill, Pa.:
Horizon Books, 2000). www.cpi-hori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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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穆斯林饑渴的心靈
艾里希‧ 布里奇斯（Erich Bridges）
看 著 艾 絲 特（Esther）閃 亮 的 臉
龐， 就會瞥見神在穆斯林世界的工
作的未來。 艾絲特是一位年輕的阿拉伯女
子， 生在一個中東很少有的傳統基督徒家
庭， 既聰明又受過良好教育， 現居住在這
個更為富裕的國家。 如果她想要的話， 她

餓。 他們有伊斯蘭教信仰， 但是這並不能
止住他們的饑餓。 」
即使如此， 她還是感覺到黑暗的勢力
壓迫阻止她分享她的屬靈糧食。 「晚上的
時候， 我都要累垮了， 但是接著會有什麼
東西來吵醒我， 」她回憶著。 「我覺得那

可以在那裡或是任何一個地方， 追求世界
上的成功。

東西簡直令我窒息。 我甚至沒有辦法說出
耶穌的名字。 」

但是對艾絲特而言， 宣揚基督不僅僅
是繼承已經褪了色的歷史遺產。 她打算搬
走， 獨自一人搬到一個以逼迫基督徒聞名
的國家， 特別是如果他們膽敢向穆斯林群

但是人們繼續問， 接著她的聲音恢復
了。 她告訴他們， 神透過基督所給他們的
熱烈的愛時， 她的一些聽眾就大聲宣布：
「現在我們明白了！」他們一面說， 喜樂

眾傳講耶穌基督。 她想在那裡上大學， 並
把耶穌基督的事告訴穆斯林。 聽起來是否

和釋放的淚水也一面從他們的臉頰流下。
艾絲特的屬靈冒險開始於幾年前， 即

有點魯莽？「當你什麼也不知道的時候，
你必須每件事都倚靠神」， 艾絲特笑著解

從她開始尋思著為什麼這麼多的阿拉伯基

釋說。
實際上， 她稍微瞭解所要前往的那個

督徒們， 不願意向居住在他們當中的穆斯
林信徒們傳福音的時候起。 「我告訴神：

國家。 她去過那裡一次， 尋找居住和學習
的地方。 她本來沒有打算在搬去住下之

『我愛穆斯林。 』」她說： 「但是神定我
的罪。 祂對我說： 『你並不愛他們。 你甚
至不喜歡他們。 』我們根本不愛。 如果我

前， 向任何人談論自己在基督裡的信仰。
可是， 她住在穆斯林的家庭裡， 在關上門

們愛的話， 更多的阿拉伯基督徒就會與穆
斯林們分享了。 我們不愛他們， 而且膽

之後， 人們悄悄地問起她耶穌的事。 甚至
是「蓄著鬍子的男人們」（保守的穆斯林

怯。 讓我們誠實地面對這一點吧： 我們害
怕這個被稱作伊斯蘭教的巨人。 」

們）也問起了。 「當你饑餓的時候， 你會
要求食物， 」艾絲特說： 「他們如此饑

她開始深入研究伊斯蘭教， 還旅行到
在中東、 北非甚至是印度的穆斯林聚集

布里奇斯是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部（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的資深作家。 他的專欄文章由浸信會出版社集結
出版。
改編自 Erich Bridges “Into the Hungry Heart of Islam,” TC Online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January-February 2003).
http://archives.tconline.org/trends/jan03t.html (cited 10 December 2004). http://archives.tconline.org.trends/jan03t.html。
蒙允使用。 www.im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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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在一個阿拉伯國家， 她與一位美南浸
信會的宣教士成為朋友。
這位宣教士多年來在艱難的環境下，
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這些人， 愛他們、 服
事他們。 但是讓艾絲特豁然開朗的是， 這
位宣教工人所做的一些努力， 都不能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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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所帶領歸主的穆斯林信徒們的臉上
所洋溢的喜樂後， 她義無反顧。
有些福音傳播策劃者認為， 得阿拉伯
世界的少數基督徒人口， 有太多的傳統束
縛
人數太少、 極受排斥， 而且在飽受

達到像艾絲特一樣的那麼徹底瞭解這個國

長期的逼迫後， 有太多的畏懼而無法在穆
斯林信徒當中產生深遠的影響。 有些阿拉

家的人文和語言。 這個體認確定了艾絲特
成為一名宣教士的呼召。

伯國家的基督徒， 在口頭上、 行為上， 甚
至是在交往中， 似乎也同意這一說法。 但

「我們（阿拉伯基督徒）懂阿拉伯

艾絲特卻不這麼認為。 她跟隨神， 進入了
伊斯蘭教的心臟。 她希望其他人和她一同

語， 我 們 瞭 解 阿 拉 伯 文 化， 熟 悉 古 蘭
經， 」她說： 「但是我們必須邁出第二
步。 」她相信第二步就是行動
愛穆斯
林， 並排除文化上的阻礙、 由來已久的猜
疑和恐懼， 以及新的威脅和迫害， 把神的
偉大救恩告訴他們。
這就是艾絲特正在做的事。 而且她也
在挑戰阿拉伯基督徒與她同行。 對未來的
重重困難， 她並沒有絲毫的幻想， 但是在

前往， 但是不論有沒有人願意同行， 她的
心意已定。
「當你願意讓神使用你的時候， 」她
承諾說： 「你就會看到奇蹟。 」
第十一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憑記憶講述經文
自從我與幾位穆斯林女性之友誼的最初幾天開始， 我一直享受著在我們的談話中， 摻
進一些經文的喜樂。 由於她們很清楚我熟知神的話語， 也廣泛地將祂的話語應用在我的每
日生活中， 因此這些朋友們漸漸地開始期待我提供給她們明智的見解。
摘自 Julia Colgate, Invest Your Heart: A Call for Women To Evangelize Muslims (Mesa, Ariz.: Frontiers,
1997), p. 29.

510

斳雓 伊斯蘭世界

把在家鄉的事奉作為實地之前的準備
約書亞‧ 麥賽（Joshua Massey）
今天的宣教士至海外之前， 有極好
的機會經歷跨文化宣教。 在整個北
美， 有越來越多的佛塔、 印度教寺廟、 錫
克教古魯廟和穆斯林清真寺建立起來。 神
已經把各個民族帶到了我們的面前。 這些
大量移民已不再僅限於市中心區域； 沒有
移民居住的小鎮至今已經很稀少了。 而這

韋恩接著鼓勵我祈求神帶領我認識一
些就在這裡、 我自己家鄉的南亞穆斯林。
我真的認識了。 幾天之後， 簡直是奇蹟般
的， 我開始發現到處都是穆斯林！我在我
的政治科學課堂上發現了薩伊德（Syed）
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他。 我看見一
位蓄著鬍鬚的學生走在大學校園裡， 而且

些趨勢為神正在預備， 要前往各族、 各民
當中的使者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覺得他一定是從南亞來的穆斯林。 第二學
期， 我在生物課堂上遇見一位年輕的穆斯

1987 年， 我們教會的一位長老耐心地
傾聽我述說想向南亞的穆斯林傳福音的異

林女性， 就邀請她和她丈夫來我家吃晚
飯。 她丈夫就是我在校園裡看見的蓄著鬍

象。 然後， 他問我： 「說說你對這裡的穆
斯林的服事工作吧。 」

鬚的那位學生！我開始在加油站、 迷你市
場， 甚至是我的住家附近看見穆斯林。 他

「哦， 」我 回 答， 感 到 有 點 迷 惑 不
解： 「我不太認識這裡的穆斯林。 我倒是
有個很好的埃及穆斯林朋友， 但是我們最

們到處都是！神回應了我的禱告， 並且開
啟了我的眼睛。 但是直到今天， 仍然有一

近也沒怎麼見面了。 還有， 我因為工作、
學業和在教會的服事工作忙得不可開交，
就算我認識這裡的一些穆斯林， 我也無法
想像還能有什麼時間和他們在一起。 」韋
恩（Vern）長老接著很溫和地問我： 「那
麼， 你覺得什麼樣的服事， 能夠使你更預

個問題讓我感到困惑不解： 我怎麼能一直
都沒有看見呢？

瞎眼的根源
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沒有看到我周遭這
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機會， 是因為我錯誤地
認為「宣教」乃是至海外進行的， 而不是

帶領小組查經（是我已經做了好多年的服

自家門口。 教會和宣教領袖們都希望看到
宣教士候選人員在被派往國外前， 有某些

事工作）呢？還是透過友誼佈道法， 在穆
斯林當中分享福音呢？」答案真是既尷尬

的宣教經驗； 但是卻很少有人期待看到顯
著的、 在當地的跨文化經驗。 從歷史角度

又明顯。

而言， 當然是有很多的原因。 穆斯林、 印

備好到南亞的穆斯林當中建立教會呢？是

麥賽是文化人類學專家， 目前居住於中東， 負責協調發展當地傳播媒體， 以協助跟隨耶穌的穆斯林宣揚神的國度
並培訓門徒。
摘自 Joshua Massey, “Hometown Ministry as Prefield Preparation,”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8, no. 2 (April 2002),
pp. 196-201. 蒙允使用。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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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徒、 錫克教徒和佛教徒移民， 從未像
今天這樣人數眾多。

自己家鄉的南亞穆斯林時， 我永遠也沒有
辦法想像祂是如何使用那些關係， 以預備

在二十世紀初期， 北美大部分在海外
出生的移民都來自歐洲。 歐洲移民從 1910

我後來在海外滿有果效的服事。 從這些新
結交的南亞朋友、 長輩、 同輩和年輕人那

年到 1970 年逐漸衰退， 但是八○年代是一

裡， 我開始學習， 不單單是語言， 還有文
化禮儀。 我學到了許多故事、 軼事， 還有

個明顯的轉捩點。 根據一項統計報告， 在
美國超過半數以上的海外出生移民， 在至
多十八年前抵達美國。 那麼， 今天在美國
有多少人不是在美國境內出生的呢？百分
之十！亦即在美國每十個人中， 就有一個
不是在美國境內出生的。 而且在海外出生
的移民， 目前來到美國的人數正不斷地增
加， 他們分別來自中國、 印度和越南
這些國家都是佛教、 印度教、 穆斯林和錫
克教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神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正在做些
什麼？我相信祂正試圖指正我們對「從事
宣教」的錯誤想法。 宣教乃是針對人， 而
不是地理概念。 我們得摒棄原來那種「第
一線宣教」只有在海外才能進行的觀念。
神已經把無數的未得之民帶到我們中間，
與我們一起生活了。
教會裡的服事基本是由一名宣教士服
事已經信主的人， 但是第一線教會繁殖者
基本上必須以服事未信主的人為開始。 再
加上語言和文化交流互動上的挑戰， 難怪
許多被差派到未得之地的宣教士們都花費
大量的時間， 來服事那些參加已存在之教
會裡的信徒們。 相反的， 具有在自己家鄉
已經跨文化服事過穆斯林、 印度教徒、 佛
教徒或是錫克教徒之新的宣教士， 會更能
體會在第一線教會繁殖地區的必要挑戰。

現在就開始的獎勵
當神開始開啟我的眼睛， 使我看到在

伊斯蘭諺語； 在穆斯林們眼中， 這些均組
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理解的部分。 我越
來越適應辛辣的食物和南亞的音樂。 南亞
的電影、 幽默和打發時間的活動， 使我學
到許多他們的世界觀， 也幫助我累積了瑣
事的財富。 而這些瑣事對於開發深植於他
們的文化傳統中之幫助交流互動的例證，
是有必要的。 隨著時間逼近我們啟程前往
南亞的日期， 一位穆斯林朋友安排了一位
伊斯蘭學院的院長在機場迎接我們， 他又
把我們介紹給一些其他的穆斯林朋友， 而
這些朋友們把我們接進他們的家裡居住，
直到我們找到住處為止。
由於我們是我們機構差派到那個城市
的第一批宣教士， 並沒有其他可以請求協
助的隊友， 因此穆斯林社會對我們的熱情
接待， 更加顯得至關重要了。 在該城鎮裡
也住了幾位美國人， 但是我妻子和我都相
信， 越是倚靠穆斯林朋友的幫助， 和他們
之間的友誼就會越深厚， 而且我們的穆斯
林朋友圈子也會越來越大； 況且我們又認
識他們在美國的朋友和親戚， 這更加鞏固
了我們之間的連結。
神使用了我們在美國的時期， 為我們
進入南亞而預備道路。 在還未抵達之前，
就已經有一群穆斯林朋友們等著見我們
了。 這些朋友又為我們介紹其他人敞開他
們的家門和心門， 來迎接我和我的家人。
在我們的整個第一個服事期內， 在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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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友誼被建立起來後， 我們有數
不清的機會得以分享福音。
第一期快結束的時候， 一位和
我們很親密的穆斯林朋友邀請我們
去機場之前， 先到他家待一會兒。
令我們大感訝異的是， 他的遠房親
戚（超過廿五人）已經從市內的各
個角落聚集在一起， 等著與我們道
別。 我們坐在地板上開始享用最後
的晚餐。 他們要我按著我的習慣作
謝飯禱告。 當我祈求神祝福這些食
物， 並感謝祂帶領我們認識這些美
好的朋友時， 我真為神在如此短暫
的時間內所成就的事而感到驚訝。
我們只在那裡待了短短的兩年半而
© Caleb Project

已！神究竟是如何發展出如此大的
親密穆斯林朋友圈子， 並使我們能
與之分享祂的大好消息呢？就是在
我來到南亞好幾年之前， 祂便已開
啟了我的眼睛， 使我看到透過接觸

巴基斯坦的教師提供文化上的建議

周遭的穆斯林朋友， 會使我們的實
地做工有非常好的預備。

太忙以致沒有時間準備？
當我前往美國境內的各個聖經大學，
向學生們提及在穆斯林當中拓展神的國度

那裡一樣。 此時此地， 就開始接觸來自別
的國家的人， 哪怕一星期只抽出幾個小時
也好。 」
當一位教會繁殖的宣教候選人錯過了
透過與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外國人建立親密

的時候， 我發現在八○年代我所經歷的瞎
眼， 今天仍繼續傳染著神的子民。 當我

友誼， 以傳揚福音這一實地前的準備， 反
而全身心投入書本以研究這些宗教時， 通

分享神所使用的令我大開眼界的鼓勵

常到達目的地後卻會不知所措地問道：
「現在我該怎麼辦？」

時， 有些人回答： 「可是我整天都在工作
啊！我要怎樣才能在我所處的社區中， 服
事那些未得之民呢？」我會問道： 「你認
為那會和去海外服事有所不同嗎？帶職的
工作會佔用你大部分的時間。 你應該在這
裡更有策略地思考一下， 就如同你已經在

想像這樣的一個例子吧： 一位禾場上
的新宣教士拜訪一位穆斯林朋友， 但這位
穆斯林朋友正要起身離開去祈禱。 這位宣
教士思索著： 「我該怎麼辦呢？我是不是
該到清真寺去參加他的祈禱呢？還是該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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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待在這裡和女士們在一起， 使看起來像
是不祈禱的基督徒？我該不該清潔一下，

「初階」工作。
一名新的宣教士可能已經從書本上學

再要一塊祈禱墊子然後俯身向耶路撒冷祈

會了各種神學理論， 但是他（她）寧可在
前線陣地才嘗試這些理論， 再加上學習語

禱？或許我就去買一瓶汽水就行了！我該
怎麼辦？」每次當一位新的宣教士在不斷
學習的過程中接觸他的目標人群， 開始進
行較深入的事工時， 就好像他（她）只是
剛開始進行早在若干年前就可以學到的

言和文化所帶來的複雜， 也不願在出國前
在家門口與穆斯林朋友們練習這些理論。
不錯， 有些知識只能在實地學到； 不過同
樣的， 我們可以為實地工作做更好的準

藉由傳播媒體深入限制傳教的國家
該如何才能與那些禁止傳福音之國家的人分享福音呢？如同基督教電臺所熟知的， 電
波是能夠進入沒有其他交流方式之人群的一個方式。 電臺廣播和基督教衛星電視節目覆蓋
整個地球， 包括偏遠地區和對福音大門緊閉的地區。 這些電臺正與千百萬人分享基督的
愛、 和平與希望。
在印尼這個國家， 有一個節目〈今日關鍵〉（Key for Today）一直非常有效地服事著
廣大的年輕人。 這個節目已經廣播了許多年， 有無數的穆斯林因為這個節目而來到基督面
前。 該節目介紹與當今年輕人相關的話題， 福音以謹慎而又令人尊敬的方式被傳揚開來。
其結果是， 跟進的電話熱線總會在每次節目播出後爆滿好幾個小時， 因為有太多的人打電
話進來， 想瞭解更多。 這些節目還會成為以後不同地點舉辦之跟進活動的基礎， 電臺的播
音員和印尼的信徒們在這些聚會中， 有許多與聽眾見面的美好機會， 且更直接地分享福
音。 他們彼此建立友誼， 並為聯繫門徒培訓打下基礎。
在亞洲的一個民族維吾爾族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他們正在收聽居住在國外的維吾爾族
基督徒所創辦的電臺節目。 據我們所知， 這是唯一的維吾爾語的廣播節目。 儘管很難為這
些節目做跟進的工作， 但很清楚的是， 他們許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聽到福音。 神正使用這些
節目來觸摸許多人的心靈。 廣播媒體也被用來進入棉蘭老島（Mindanao）， 一個菲律賓
的穆斯林聚集區。 在過去幾年裡， 我們收到了許多積極的回應； 也因著這些廣播， 許多教
會因而建立起來。 毫無疑問地， 媒體是很有作用的。 而且， 在許多「封閉」的國家， 廣播
正為福音大開門戶並建立友誼， 帶來國度的豐收。
詩篇一○四篇 4 節說， 神以風為祂的使者。 事實上， 吹遍世界每個國家的風， 果真是
神的使者， 把福音播撒至每個種族、 部落和語言的家庭， 以及男人、 女人和孩子們的心
靈。
摘自： Intercede,www.cmmequ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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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藉由與神帶到我們生活周遭的人培養
真摯的友誼， 無論我們身在何處， 都要尋

些都可以為你提供足夠的經歷。 在我們的
周遭， 神國度裡真正的挑戰處處可見。

找他們。 神並沒呼召我們服事某個地理概
念， 祂乃是呼召我們服事人。

預備的實踐性建議

自然的接觸途徑

神已把成千上百的未得之民帶到我們

最近擔任臨時宣教牧師後， 我發現很
難任意地向任何機構推薦一名還沒有顯示

的家鄉， 祂的教會不僅可以有機會與祂同
工， 把萬民帶到耶穌的面前； 我相信這也
可以預備我們加入在海外， 那些人群更為

出欲在海外進行宣教的忠心候選人。 雖然
真誠謙卑、 僕人的心志和基本的忍耐可以

集中的地區服事。 如果你正為了到穆斯
林、 印度教徒、 佛教徒或錫克教徒們中間

恆忍堅持， 但把從來沒有在預備宣教服事
的多年中， 花時間與穆斯林朋友培養友誼

傳揚福音而作準備， 那麼考慮一下在啟程
前， 投入至少一千個小時來發展與這些人

的候選人差派到海外向穆斯林傳福音， 難
免顯得尷尬。
試著思考一下， 如果一處教會所差派
的宣教士已經顯出其接觸未得之民的能

群的親密友誼， 並分享福音吧。 如果目前
你在自己的周遭還沒有看到他們， 那麼求
神讓你能看到他們； 然後， 抬起眼睛看看
加油站的服務員、 同事、 同學和商店店長

力， 那麼對教會而言， 事情會容易得多。
資助如此得到證實的候選人， 對任何一處

吧， 特別是在你不常去的城市角落。 他們
就在你的身邊！

教會而言都是極其自然的事： 「我們已經
看到這個人（或家庭）顯出對這裡的事工

別擔心沒有什麼基督教的「專案」，
可以把你自己安排在你的地區裡的這些人

的忠心。 他們服事過貧窮的柬埔寨家庭、
服事過印度教團體， 也照顧過波斯尼亞

當中。 事實上， 就算有這樣的專案， 你或
許也該考慮更注重與你經常見面的同事、

（Bosnian）移民， 花費了無數的時間與穆
斯林進行愛的對談， 或是祝福了許多越南

同學、 餐廳的老闆或商店店長之間的更自
然的關係。 自然產生的關係通常也更容易

難民。 我們現在差派他們前往亞洲繼續
其事工， 而他們的事工也顯然得著了神的

維持。 保持專注， 有意地去做吧。
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至海外後， 不會

賜福。 」
如果你碰巧住在世界上少數沒有移民

有人敲我們家的門要與我們作朋友。 我們
必須習慣於主動尋找新朋友、 結交新朋友

的區域， 你仍然可以透過在那些貧窮的、
城市的陰暗角落， 如： 監獄、 孤兒院、 戒
毒中心和受虐的婦女與兒童之收容中心來

的過程。 我們到另一個國家， 不會有什麼
神奇的事發生； 下了飛機後， 我們也不會
突然變成什麼超級宣教士。 如果神已經呼

預備自己。 若想要更預備自己以面對在未
得之民中建立教會， 那麼就要走出教會安

召你去與穆斯林、 印度教徒、 佛教徒或錫
克教徒分享福音， 那麼現在就開始行動

全的圍牆， 並進入任何不舒適的地方， 這

吧。 為何要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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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蔬菜、魚和彌賽亞清真寺
夏哈‧ 阿里（Shah Ali）、 德利‧ 伍德伯里（J. Dudley Woodberry）
在比較過古蘭經與聖經後， 我成了
耶穌的跟隨者， 我的穆斯林父親還

度教經文， 古蘭經與聖經有許多共同點。
事實上， 大部分穆斯林的神學用詞， 最初

差點用劍把我殺死。 他把我的決定解釋為
不單單是對我自己信仰的背叛， 也是對我

都是從猶太人和基督徒那裡借用的。 1
之後， 一位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

家庭和文化的背叛。 從歷史上而言， 基督
徒大部分是從印度教歸信基督教的， 並且
把印度教的詞彙和西方的形式融入他們的

ogical Seminary）世界宣教學院（School

敬拜中。
在試圖表達我信仰的過程中， 我遇到
了兩個問題。 首先， 正如先前提到的， 基
督教看起來是外來的宗教； 其次， 基督徒
們在這個地區內試圖滿足人們需要的努
力， 只是吸引了淺薄的機會主義歸信者，
結果導致了穆斯林大眾的反感。

穿穆斯林服裝的基督教信仰
當一位宣教士聘用我翻譯新約聖經
時， 我能開始應對基督教的外來性。 翻譯
時， 我用了穆斯林所熟悉的詞彙， 而不是
印度教詞彙， 並把新約聖經以其穆斯林名
字稱作引支勒‧ 沙里夫（the Injil Sharif，
亦即「尊貴的福音書」）。 上千冊的引支
勒被買走， 大部分是被穆斯林買走的， 不
過他們現在乃是將這本書看作古蘭經裡提
過的福音書而接受。 這一做法不但得到實
際意義上良好果效的支持， 但是更重要
的， 也得到了神學理論上的支持。 不像印

of World Mission）的畢業生請我培訓廿五
對夫婦， 在村子裡生活和農業發展的工
作。 當中， 只有一對夫婦是來自穆斯林背
景。 所有其他的夫婦都遇到了不同的問
題： 穆斯林朋友們會與他們互相拜訪， 但
卻不肯吃他們的食物， 直到他們開始每天
早晨洗澡， 這種情況才停止。 因為按穆斯
林律法， 與配偶同床後要沐浴， 才算是在
儀式上得到了潔淨。
這些基督徒夫婦被人們稱為天使， 因
為他們非常友善、 誠實， 而且富有自我犧
牲的精神， 他們還向神禱告。 然而， 他們
並沒有被看作是真正敬虔的信徒， 因為他
們沒有像穆斯林那樣， 每日五次進行禱告
儀式。 因此， 我們只錄取了那對從穆斯林
背景跟隨耶穌的夫婦。 我們還開展了一項
儀式性禱告， 保留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共用
的所有形式和內容， 但是用聖經的經文替
代了古蘭經的經文。 也不需要做很多的調
整， 因為早期伊斯蘭教大量借用了猶太教
和基督教的做法， 才形成了穆斯林的宗教
儀式的五大支柱（信仰表白、 祈禱、 施

阿里是來自南亞的穆斯林家庭的基督跟隨者。 因著在當地對基督徒的迫害， 他已將其身分隱藏起來。 他使用穆斯
林的辭彙， 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本族的語言。 伍德伯里對穆斯林的熱愛和對穆斯林信仰的瞭解也是眾所周知的。 他
曾在黎巴嫩、 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沙烏地阿拉伯服事過。
改編自 Shah Ali, with J. Dudley Woodberry, “South Asia: Vegetables, Fish, and Messianic Mosques,” Theology, News, and
Note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March 1992), pp. 12-13.。 蒙允使用。 www.fulle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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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 齋戒和朝聖）。 2
我們的穆斯林鄰居把基督教定義為

幫助領袖們瞭解這個道理。 當一位穆斯林
神祕主義（Sufi， 蘇菲派）的教長得知聖

「異教徒的外國宗教」， 所以我們常常稱
自己為穆斯林（字義為「委身於真神的

殿的幔子已從上到下裂開後， 便扔下了他
的穆斯林帽跟隨了基督， 還帶領他的門徒

人」）。 委身於真神的必要性， 絕對是基
督教的概念（雅各書四 7）， 而且根據古

們也一起跟隨基督。 由於不識字的人相當
多， 因此聖經和其他的培訓教材都錄在錄

蘭經（五章 111 節）， 基督的門徒們也將
自己稱作穆斯林。 3
當整個村子決定跟隨基督的時候， 人

音帶中， 村民們也能得到便宜的錄音機。
後來發生了逼迫事件。 我們的培訓中

們繼續在清真寺裡敬拜神， 但現在是透過
基督。 只要有可能， 先前在清真寺率領禮
拜的伊瑪目（imam）被訓練起來， 繼續他
們作為屬靈領袖的角色。

勸戒、權利和群體
神使用其他的方式如本土化， 將穆斯
林帶領進入基督的信仰裡。 有幾次我與一

心被迫關閉。 我和三名同工被告上法庭，
領袖們之間意見分歧， 也被其他的基督教
團體誤解； 然而， 領人歸主的運動仍然不
斷持續。 大部分新的信徒留在獨立的彌賽
亞清真寺中， 但是有些被同化了的會眾加
入了主流團體， 有些人則被吸收加入了傳
統的有印度教背景的教會。

當地教會自給自足

些 穆 斯 林 教 師（malvis）在 公 共 場 合 討

除了嘗試以有意義的文化形式表達我

論， 而且已經可以指出與普遍的看法相
反， 古蘭經並未將穆罕默德稱作中保； 並
且， 古蘭經說在審判的那一天， 「除真主

們的信仰之外， 我們也嘗試滿足周遭巨大
的生存需要。 我們欲宣講福音並彰顯出福

所許可者外， 在真主那裡， 說情將無裨
益。 」（古蘭經卅四 23）但是， 引支勒
（Injil， 根據古蘭經五章 47-48 節， 是「來
自真主」的福音書）， 不僅說明神稱許耶
穌（馬太福音三 17）， 還說明耶穌是唯一
的中保（提摩太前書二 5）。

音的價值。 試圖兩者兼得， 但卻帶來了一
些問題。
首先， 是運用人類的需求來滿足傳福
音目的之問題， 因而不但操縱了人們， 也
吸引了許多不真誠的人。 其結果是， 不論
村民們的宗教背景如何， 我們均一律提供

神還透過對禱告的回應來彰顯祂的大

協助， 而不給耶穌清真寺或其中的伊瑪目
任何財務上的資助。 其次， 先前的殖民與

能； 一位已經被醫生認為幾個小時內會死
去的三歲小女孩得到了醫治； 降雨和止住

被殖民所帶來的依賴， 很容易轉變成捐助
與受援形式的依賴。

洪水； 一位身分不明的人突然出現， 制止
了要殺害一位跟隨基督的伊瑪目之人馬。
我們有意地努力推動整個群體， 而不

第三， 即使是國外資助的分發食物，
因著分發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也只能幫
助城市； 再加上人為的削價為農民帶來的
損失， 也遏制了農民們擴大耕種的欲望。

只是個人歸回基督的運動。 如果家庭的頭
受浸， 其他人才會受浸。 我們因此致力於

第四， 科技的引進可能只會幫助有一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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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財力的農民， 而最窮困的農民， 就只
能眼睜睜地看著有財產和沒有財產階層之

能。 不過現在， 我們正採用一個在東南亞
開發的專案， 該專案可以反映基督教的整

間的差別不斷地擴大。
要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遵循大眾

體觀點， 以應對所顯出的問題並確保當地
教會保持自給自足。

的習慣， 如租借種子， 等到收割的時節再
還回來； 或是有償提供抽水機以增加產

該專案旨在培訓當地工人建立教會，
和漁蔬結合的農耕系統。 這些工人會輪流

將聖經發送至人們手中
我們相信神話語的能力。 在許多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們的見證中， 都包括了自何時
起， 他們開始不受別人的影響而自己閱讀聖經。 所以， 我們該如何把神話語的寶貴禮物交
給穆斯林們， 並幫助他們發現神話語的能力呢？
• 禱告， 耐心地等待神賜下合適的時機。 等候聖靈帶領你將聖經送給你的朋友。
• 要瞭解並非所有人都會好好閱讀， 準備好越過這一障礙。 幫助你的朋友學會閱讀， 或
找一些聖經錄音帶或錄影帶。
預備一本翻譯成你朋友之語言的聖經
•
。 使用網路或其他資源找出一本。 試想， 讀一本
外文的聖經會是什麼樣子： 就算你能流利地使用這種語言， 那也永遠不會是你心靈的
語言。
• 指導你的朋友從哪裡開始讀起， 路加福音通常是第一選擇。 教他如何在福音書中找出
故事或寓言。
• 當你們分享一個故事或一起查考一節經文時， 一起開口讀出來， 肩並肩坐在一起。 讓
你的朋友拿著聖經並大聲朗讀出來。 因為你的朋友可能對閱讀、 甚至是手拿一本聖書
感到不妥； 溫和地示範， 可能會有所幫助。
• 建議你的朋友列出聖經裡不熟悉的詞句； 然後一起討論。 使用同意義的名字如易卜拉
欣（Ibrahim）和阿沃（Ayyub）； 對穆斯林而言， 這些名字要比亞伯拉罕或約伯更為
自然。
• 透過詢問你的朋友是否已讀過你所建議的經節來作跟進， 因每個人都很忙碌， 而每個
人也都可能會忘記。
• 堅持為你的朋友能夠讀聖經而禱告。 許多人作見證時都提到， 收到聖經很多年以後才
開始閱讀。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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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差派到有需要的地區， 以訓練當地的農
民使用易於運輸的設備， 使他們可以獨自

我們所建立起的榜樣典範， 已經被神所使
用來興起許多新的門徒， 也表達出祂對整

作業。 增加的人口就意味著可耕作土地的
減少， 而且交通不便意味著食物的生產得

個人群之身體和屬靈需要的關切。 同工們
最近和我訪問一個東南亞國家時， 得知那

靠近消費群體。
集中的食物生產體系在別處發展。 在

裡的其中一座村子， 全村都開始跟隨耶
穌； 顯然， 彌賽亞穆斯林運動已經透過親

那個體系中， 鑿出了魚塭， 再用鑿出的泥
巴來築菜園； 菜園剩餘的莖和葉則用來餵
魚， 魚的排泄物再被用作蔬菜的肥料。 這

戚間的互訪， 而發展到臨近的國家。

些食物生產中心距離市內各區域的銷售中
心只有步行的距離， 而且為當地農民和耶
穌清真寺的領袖們提供了訓練場所。
彌賽亞清真寺的概念和完全的穆斯林
（遵循彌賽亞會堂和完全的猶太人的榜
樣）， 仍然在其他基督徒中引起相當大的
誤解。 還有一些人對福音主義和人道事奉
的結合產生質疑。 他們認為基督教機構該
在兩者中， 只重視其中之一。 無論如何，

章節附註
1. 參 Arthur Jeffery, The Foreign Vocabulary of
the Qur’an (Oriental Institute, 1938).
2. 該 段 辯 論 的 細 節 見 J. Dudley Woodberry
“Contextualization among Muslims: Reusing
Common Pillars,”in The Word Among Us, ed.
Dean S. Gilliland (Waco, Tex.: Word, 1989),
pp. 282-312.
3. 在此處， 他們透過相信神和祂的使徒（似乎
是穆罕默德， 可是當時穆罕默德還沒有出
生）， 彰顯了他們的順服。

我為什麼成為穆斯林當中的宣教士？
瑪汀（E. F. Martin）
在 葉 門 吉 布 拉 醫 院（Jibla Hospital）的四名醫護人員， 在一次晨間
會議 中 被槍 殺。 邦 妮‧ 惠 爾 威（Bonnie
Witherall）在她去黎巴嫩西頓市（Sidon）
的一間婦產科診所的路上被槍殺。 海瑟‧
馬撤爾（Heather Mercer）和戴納‧ 柯里
（Dayna Curry）因為播放了一部耶穌生平

的影片而被逮捕。 馬丁‧ 伯納姆（Martin
Burnham）在菲律賓遭綁架殺害。 四個國
家， 有五名宣教士被殺害， 兩名被監禁好
幾個月。 這個名單， 僅僅是一些上了美國
報紙頭條的北美人士。
在穆斯林當中作宣教士， 似乎突然之
間成了一件很危險的事。 實際上， 這也沒

瑪汀擁有教育學碩士學位， 在一個穆斯林國家工作多年。 她的丈夫在那裡被指控分發基督教刊物而入獄好幾個月。
改編自 E. J. Martin, “Why Am I a Missionary to Muslims?” Mission Frontie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 12-13.。 蒙
允使用。 www.mission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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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好希奇的。 傳福音不只是在穆斯林
國家才會充滿危險。 然而， 鑒於這些暴
行， 該問道： 我們這些在穆斯林們當中的
宣教士， 為什麼還要繼續堅持我們的工
作？首先， 我們可以排除幾個原因。 我到
穆斯林當中傳福音， 並不是因為任何政治
因素。 不是所有， 但是許多穆斯林國家都
是由鎮壓政權所統治的， 他們只是在嘴上
支持人權法案。
當然， 我特別關注宗教自由的基本人
© “Niger”/Saudi Aramco World / PADIA

權。 按照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規 定，
「人人有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
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 以及單獨或集體、 公開或祕密地以教
義、 實踐、 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
仰的自由。 」那些反對這點的人， 也在反
對人權和信仰與表達自由的最基本原則。
在大多數伊斯蘭國家中， 基督徒們似乎有
權利成為穆斯林， 但是穆斯林卻無法享受
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 不過， 雖然
這種虛偽讓我驚駭不已， 但帶來政治的變
遷絕不是我的目的。

對尼日爾（Niger）的熱烈歡迎

中的人都清楚這一點。 這是那些憤世嫉俗
之輩用來攪擾和搗亂的伎倆。

我對確保在所謂的文化衝擊中， 西方
的獲勝也毫無興趣， 因為我相信在那樣的

我不是宣教士， 因為我有不願殉道的
情結。 雖然我意識到有危險， 我不願負擔
我那些最近犧牲的同工們所付上的代價。

衝擊中， 絕不會有贏家。 我並不是宣教
士， 因為我從未想過要把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們不是標新立異的怪人， 毫不珍惜自己
的生命。 儘管我們謹慎地保護自己（正如

民引誘進入「靈魂換取糧食」之交易中。
首先， 這種指控猜疑那些為了向他人提供

我撰稿時一直用筆名）， 然而風險與我們
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宣教士的生活方式

滿有憐憫的人道主義援助， 而離開他們舒
適的家園之基督徒們的最基本動機； 其
次， 這種指控想當然地認為那種「信仰的

是相當令人振奮的。 我們享受冒險、 旅
行、 感受新的地方， 和嘗試新鮮的食物。

轉變」會有什麼真正的意義； 最後， 這種
無稽之談是在侮辱穆斯林的智能。 勸誘不
會帶來真正的屬靈轉變， 而且每個參與其

孩子們從多元文化的接觸中， 也受益匪
淺。 我們（大部分）喜歡學習新的文化和
新語言的挑戰。 但是對冒險的迷戀如大部
分令人著迷的事物一樣， 很快就會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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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我很感恩的是， 更深刻的喜愛會開
始扎根。

著了從不間斷的豐富。 我在他們身上發現
了人性的共同點。 他們的愛、 盼望、 恐懼

比如說， 我很享受作為穆斯林當中的
宣教士的生活， 因為我已經結交了許多的

與夢想， 也和我一樣； 我甚至在伊斯蘭教
裡找到了許多我們可以一起堅定持守的，

穆斯林朋友。 隨著他們不斷地透過他們的
視野向我展示這個世界， 我從他們那裡得

就是對這位聖潔真神的認識。
透過互相瞭解， 我們粉碎了那些要將

甘願受苦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
樂。 」（彼得前書四 12-13）我們需要對受苦有聖經上的理解： 我們只聽說苦難是基督徒
生活尋常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卻很少將之視為基督徒見證的必要部分。 結果， 我們不能珍
賞世界上其他地區受逼迫之教會的見證。
為什麼只有非西方的教會頻頻遭受苦難， 並為耶穌受死呢？西方教會也願意走上非西
方教會所經歷過的火煉的試驗嗎？耶穌說： 「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 如同羊羔進入狼
群。 」（路加福音十 3）當穆斯林們將他們的生命獻給基督時， 他們幾乎肯定要受到逼迫。
耶穌教導我們，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 』他們若逼
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們。 」（約翰福音十五 20）當第一代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在為他們
的基督信仰而生活、 受苦和殉道的時候， 他們的兒女必須被培訓成為下一代的基督徒。 在
中國和前蘇聯， 因為第二代信徒們傳承了他們父母的信仰， 教會在逼迫下興盛發旺起來。
研究顯示， 當信徒們被教導（作為門徒培訓的一部分）為什麼他們要忍受苦難時， 基督教
在逼迫下反倒成長起來。
尼克（Nik）， 一位在穆斯林們當中經驗豐富的福音工人， 他曾採訪一位有穆斯林背
景， 也飽受多年牢獄之苦的基督徒。 那位基督徒說道： 「我真是滿心喜樂。 我雖然在我的
國家裡坐牢， 但這樣你就可以自由地在肯塔基州分享基督了。 」尼克開始啜泣： 「那份債
太沉重， 以致於我承受不起。 」帶著只有受了很多苦的人才會有的溫柔， 那位弟兄回答
道： 「那是十字架的債和與神子民的合一。 當你自由地分享基督時， 雖然我身在牢獄， 但
我還是自由的， 因為我是教會的一份子。 如果我遭受逼迫， 你也在我所遭受的逼迫上有
份。 那是沒有自由或遭受逼迫的教會； 那是只有耶穌基督的教會。 別把我的喜樂奪走。 我
甘願受苦， 使你可以自由地傳揚福音。 」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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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化彼此對立的謬論。 我迫切地想
要我的朋友們認識到， 身為基督徒， 我加

道黃金法則了嗎？

入他們的行列， 駁斥那些所謂的西方基督
教所呈現出的道德淪喪； 而他們也迫切地
盼望我能意識到， 並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

我的穆斯林朋友告訴我， 古蘭經在這點上
與聖經一致： 「真主將他所意欲者招致於
正教， 將歸依他者引導於真理。 」（參古

恐怖主義分子， 雖然新聞報導中滿是由聲
稱為了伊斯蘭教之故的恐怖分子所犯下的

蘭經四二 13）我無法使任何人轉變其信

種種暴行。 但是與每個聖戰主義分子相
比， 我的同工們和我所認識的平和、 慈愛
的穆斯林朋友要多得多。
當然， 這仍不足以回答我和我的同工
們， 為什麼要在穆斯林當中作宣教士的問
題。 耶穌基督還生活在這個世上的時候，
祂就已經給了我們如此行的原因： 「你們
願 意 人 怎 樣 待 你 們， 你 們 也 要 怎 樣 待

我是否已使任何穆斯林 「歸信」了？

仰， 但是必須告訴他們這已經穿越歷史、
並碰觸我心靈的消息。 與聖潔真神的親密
相交是我們無法拒絕的盛宴。 我們不能自
己享用大餐， 卻讓別人餓著肚子。 所以，
是的， 我把這盛宴告訴了我的朋友們。
神透過耶穌
這位彌賽亞所帶來的
赦免、 有別於外在環境的豐盛的人生、 與
我的創造主同在天堂裡的應許： 我相當感
激邀請我參加這場宴席的那人。 我的生命

人。 」（路加福音六 31）如果我是生活在
葉門或約旦的窮苦人家， 我不需要有人幫

因著更為美好的目的而被完全改變。 我也
經歷了看到他人生命改變的喜悅。 我握過

我安全地接生嬰兒嗎？如果我急切地需要

這些忍受了拒絕、 牢獄和磨難的穆斯林朋
友們的手， 因為他們知道與耶穌同在的生

一份工作， 卻又沒有什麼工作技能， 或沒
有什麼資金開始一個小買賣， 我不需要有
人幫我學習或借我一點錢， 以幫我開張
嗎？如果我連乾淨的飲用水都沒得喝， 我
不希望有人能幫我在近處挖一口井嗎？
耶穌還告訴我： 「多給誰， 就向誰多
取。 」（路加福音十二 48）我在一個小鎮
長大， 父母親都很疼愛我。 我們總是有充
足的食物， 我也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我
有我喜歡的職業和娛樂活動。 我們過著舒
適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 但是如果我拿自
己的生活與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相比， 我
發現自己是如此的富有， 被多賦予了許
多。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
怎樣待人」， 我們的社會難道不再明白這

活， 是佩得他們付上代價的。
我們這些宣教士會因著這些一連串的
謀殺事件而打道回府嗎？對耶穌福音的這
種暴力反應， 並非什麼新鮮事。 還記得被
當地宗教領袖下在監裡， 又被警告不要再
傳講耶穌的弟兄們嗎？使徒彼得、 約翰的
回應是什麼？「聽從你們， 不聽從神， 這
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使
徒行傳四 19-20）
第十一課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讀
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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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的形式：我如此分享基督
德利‧ 伍德伯里（J. Dudley Woodberry）
穆斯林經常表達及顯出他們能夠感

宣教士。 他形容在穆斯林對話中的普遍現
象， 就是異夢或異象， 以及關係如何進入

知的需要， 這些需要來自各式各樣
的角度和類別。 本文嘗試從多位有效的從

到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

業者身上找出實用的見證建議， 這些從業
者是來自不同文化的男女。 他們的分享都

第五位作者使用印尼的處境， 來示範
在伊斯蘭當中的三大群體， 他們所採納的

是建立在真誠的友誼及聆聽的基礎上， 並
且所有的見證都與每天生活中所面對的各

幾種他們認為重要的思維和組織， 以及七
個現在及將來都是最有效、 最實用的傳福

種問題有關。
宣教士常被視為只是在屬靈層面與穆

音方法。

斯林有所關聯， 就如查經。 但本文來自穆
斯林文化的第一位作者， 卻看到咖啡館是
最能影響人的具有策略性的地方。 它就好
像蜘蛛網的中心， 伸展進入社會的每一個
層面， 提供一個自然的溝通網絡。
穆斯林世界的婦女因為在許多層面與

在咖啡館
哈珊‧ 安薩里（Hasan al- Ghazali）

除了在「馬格哈」（magha， 即咖啡
館）， 還可以在哪裡找到非常有助於發展
文化意識的環境呢？不單可以成為真實的

公共生活隔絕， 因此呈現了一個特別的問
題。 第二位作者便述說她如何按照社會的

朋友， 還可以在一個極舒適的環境裡分享
基督。

環境與她們建立關係， 包括她們的民間信
仰和習俗， 也指出耶穌與婦女們的互動。

每天早上從九時至十一時， 我都在我
的「辦公室」
「馬格哈」（咖啡館）

當這些婦女進入西方的環境中時， 她
們獲得了新的感受到的需求， 特別是友誼

裡。 這是我們的核心事工， 宣教的中轉
站。 這也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時段， 絕不

方面的需求。 第三位作者， 她一開始是在
穆斯林世界服事， 現在則是在西方工作。

能閒懶地讓早晨溜走， 也絲毫不能浪費時
間， 因為這裡就是我們撒網捕魚的地方。

她指出她是如何滿足友誼的需求， 以及如
何運用現有的自然方式， 透過節日和故事

每一個社會尺度的層面都在這間咖啡

的意義來分享。
第四位作者， 是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

館。 在一個星期中， 我們會遇見大學的教
務長、 勞工、 教師、 學生、 共產黨員， 以
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伍德伯里對穆斯林的愛和對穆斯林信仰的瞭解是眾所周知的。 他曾在黎巴嫩、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以及沙烏地阿
拉伯服事。
改編 J. Dudley Woodberry, ed., “Forms of Witness: Here Is How I Share,” in Muslims and Christians on the Emmaus Road
(Monrovia, Calif.: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1989), pp. 195-210, 214-18， 蒙美國哥倫比
亞州的茨維莫穆斯林研究院（Zwemer Institute of Muslim Studies）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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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袖。
為了要贏得這些人， 我必須知道許多

一些人已經歸信基督教， 很多人正在研讀
聖經。 很少有一個星期沒有人要求要聖經

有關他們每天生活的話題。 如果宗教只是
我唯一可以深入討論的話題， 那麼多數很

的情況。

快就會很沉悶。 所以我會談世俗的議題及
時事， 並注入基督徒的觀點和哲學， 這經

接下來的步驟

常都會是一些新的想法。 真理的聖靈會不
斷 地 光 照 那 些 屬 於 祂 的 人。 這 些「飛

為了跟進初步的討論， 我們會邀請人
們來我們家， 以能有進一步深入的談話。
但在咖啡館裡談到信息的核心是非常重要

鏢」， 為接下來聽眾進一步探詢我的信仰
而開路。

的。 不論在公眾或私下場合， 我們必須有
一致的言語。 如果你在公共場合對宗教的

我看到穆斯林國家的普遍問題， 很多
當地人告訴我們， 他們也察覺到同樣的問

議題含糊其詞， 但在私底下卻非常開放，
那麼你就會成為可疑的目標人物。 「為什

題。 宣教士們只與他們的屬靈層面有所聯
繫， 包括查經、 聚會等。 因為他們很少有
其他的社交， 當地人就認為宣教士們根本

麼他在馬格哈沒有這麼說？」「他真正的

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聯， 他們不瞭解
當地人的掙扎。 咖啡館是日常生活的核
心。 它在創造阿拉伯人的歷史上， 扮演了
深具影響力的角色。 政變與革命是在咖啡
館開始的； 曾經， 新政府的首次廣播， 就
是在咖啡館寫出的。
在咖啡館裡， 社會的領袖們在訓練門
徒， 商業活動在進行， 學生在讀書。 如同
蜘蛛網的中心， 你在咖啡館裡建立關係網
絡， 並進入社會的每一個層面。 這是影響
人最具策略性的地點。
在我居住的城市， 每一間馬格哈都有
它特定的顧客群。 有一些特定的咖啡館是
給教師、 走私者、 員警、 學生等人開的。
我的馬格哈主要客源是大學教授、 高中教
師， 以及當然有的一些祕密警察。 我們每
天見面以及聯繫， 就好像一家人一樣。 我
們的關係發展到一個程度， 可以討論深層
的個人問題。 透過咖啡館， 我已經影響了
六個人撰寫有關基督教的文學學士論文。

動機是什麼？」我們必須要為歸信者設立
榜樣， 第一次與他們會面， 甚至在還未開
始談話之前， 就已開始教導他們。
員警並未懷疑我們的活動和動機。 他
們知道我們是活躍的基督徒， 會從街上或
家裡聽到同樣關於我們的故事。 他們可能
不喜歡， 但卻不會懷疑我們有政治或職業
宗教目的。 我有很清楚的生意人身分， 而
我的見證純粹是我個人信仰的自然表達。
我的生意專業將我與專業的宗教工作者區
隔開來，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看起來「宗教
味太濃」。 穆斯林期待有信仰的人分享他
們的信仰， 正如同他們向我們所做的。
一天早上， 我在馬格哈與一位教師討
論黎巴嫩的內戰。 當我談到我跟隨基督
（當時我並沒有使用「基督徒」這個名
稱）時， 討論突然中斷。 「什麼？我一直
想要學習基督教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在好幾間學校教書， 學生們問我有關基
督教的信仰。 我們只是知道別人提到你們
基督徒， 但我要從基督徒口中聽到你們所
信的是什麼。 」他帶一位朋友回家， 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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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做筆記到凌晨兩點鐘。
在找到有興趣的人之後， 我們就去他

滲透入社會的各個層面， 不單可以瞭解顧
客個人的情況（那是一個自然聯繫起來的

們家探訪， 並與他們家有所往來。 我們集
中在家庭單位， 並儘量不讓尋道者與他們

地方）、 瞭解文化， 更不要說拾取所有城
市內的時事新聞了。 所以， 不想成為馬格
哈的一分子， 就已經是註定了無法滲透入

的家人隔絕。 一旦建立起友誼， 我們就會
把這個家庭帶到查經班裡， 並邀請他們看
《耶穌傳》影片。
當慕道者的家庭成員成為我們的朋友
時， 他們就不會懷疑我們和他之間的關
係， 也就不能阻止我們與他往來。 我們的
第一位歸信者， 一位年輕的婦女， 正面對
著丈夫和家人的激烈反對。 然而， 因著他
們都是我們的朋友， 因此他們也就沒有禁
止我們繼續見她。 我們還是可以進出她的
家， 繼續見證和鼓勵她。 雖然他們拒絕我

阿拉伯社會， 也是放棄了最具策略性的佈
道良機。

與東方女性的交往
蒂‧ 史密斯（D. Smith）

在婦女之間進行有意義的社會和屬靈
問題分享時， 無論是單身或是已婚的身
分， 各自都提供了特別的重點。
我在阿拉伯國家擔任老師的十八年期

們的宗教， 但他們感激我們的友誼以及在
她女兒生命中的美好影響， 她在信主之後

間， 透過我的學生和他們的家庭， 我開始
覺察到屬於文化的思考方式及傳統。 同

完全改變了。
她的哥哥的大學畢業論文是撰寫有關

樣， 他們小心翼翼地觀察及詢問有關我的
信仰和習俗。 我很快就發現向他們分享福

哈拉吉（al-Hallaj）。 哈拉吉是一位著名
的穆斯林蘇非派（Sufi）信徒， 他曾否認

音， 其實是用我整個的生活、 我的言談、
我的行動以及我的思想。 透過觀察和詢

伊斯蘭教， 並要求可以像基督一樣的死
法。 行刑者便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這位

問， 我逐漸發展了向穆斯林婦女傳福音的
方式。

哥哥為她妹妹信基督的權利辯護。 他是福
音進入這個家庭的入口。 我在馬格哈遇過

我在阿拉伯世界遇到的大多數婦女，
都是充滿好奇心的。 既然我也喜歡瞭解她

他
， 並在大學裡教書
。 他現在已經是信徒
。
如果我們可以為這些新信徒從他們的

們的生活， 所以只需要一分鐘的時間， 我
們就進入了一連串的問與答中。 她們喜歡

家庭裡取得支持， 那麼他們就能夠站穩立
場。 因著在那裡並沒有「教會」可以堅固

錯綜複雜的家庭關係， 所以我必須特別留
意名字、 數目和親戚的用詞。 （例如，

年輕的信徒， 我們必須要知道家庭佈道的
重要。 在中東， 現有的教會拒絕成為改信

「阿姨」很可能也是姐妹的岳母！）接

基督教的穆斯林的「家庭」， 這使得很多
的單身男人已經跌倒， 不再跟隨基督。

著， 她們就想知道我的家庭。
我在中年仍然獨身， 對她們來說是非

讓我總結一下要固定在咖啡館的重要

常不可思議的。 我就從這裡開始談論神。
神給我保障和保護， 祂在我的婚姻和職業

性。 我相信那是最具策略性的地點， 可以

上指引和帶領我。 我也相信在這樣一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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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為滿足性欲的社會， 那些在社會裡繼
續保持單身的行動本身， 就已經表明了女

的時間， 並相信神會做工。
我與我的朋友的大多數時間， 都是花

人身為人的價值， 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
從不同的角度， 已婚的同工也讓這幅個人

在聆聽上。 就算是我曾經聽過許多次同樣
的宗教觀點， 我還是會嘗試分析它們對這

價值的圖像更為清晰。 夫妻之間的彼此順
服、 尊重及愛， 表達了關於男人、 女人及

位婦女的重要性， 並尋找切入點， 帶領她
從她已知的世界進入屬靈的真理。 我要撒

神深刻的真理。
她們對我的生活方式的其中一個問題

真理的種子及鼓勵她所表達的、 所渴求的
每一個公義的跡象。

是禱告。 我對「你禱告嗎？」的回答是，
比較她們外在身體的清潔與神透過祂的犧

當一個婦女表示出感興趣時， 我就採
用歸納式查經法（Inductive Bible study，

牲的寶血所提供的內在潔淨。 有時我用她
們所知道的神預備公羊代替亞伯拉罕的兒

以口述或文字， 視語言能力而定）， 以提
問題的方式來幫助她直接與神的話語互

子的事件。 我常談到一位聖潔的神、 一顆
清潔的心， 以及在任何時候可以自由地來
到神面前。 我甚至列舉我的禱告內容， 如
讚美祂、 認罪及為他人代求。 在所有這一

動。 我要她一開始就學習不依賴我來建立
她與神之間的關係。 以提問題來教導， 也

切， 我希望分享在尊重祂聖潔之名的時
候， 我的天父是真實及與我們親近的。

幫助我來判斷這位婦女對聖經真正的瞭解
程度。 然後我可以進一步的解釋， 再引導
她進入個人應用。

感受到的需要
步驟
個人預備好針對婦女的事工是必要

有一次， 當我嘗試要幫助一位年輕女
性找出可以每天讀經的方法時， 我們發覺

的。 禱告、 閱讀和默想是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如此， 我與穆斯林朋友分享的思想

到對她而言， 最好的時間應該是黃昏的新
聞時段， 就是當每個人都在看電視時。 就

是來自我個人的真實的興趣、 問題和信
念。 首先， 我用較概括的禱告， 祈求神捆

好像許多的婦女， 她們整天都忙著隨時聽
候家人使喚， 她需要幫助看到學習和默想

綁邪惡的勢力， 以及釋放這些婦女的心來
聆聽祂的話話。 我在神面前為某一個婦女

的重要， 並找出可以如何根據她家裡的情
況來應用這些真理。 一段時間之後， 這位

禱告及等待神給特別的真理， 可以針對她
的需要與她分享。 接著， 我用阿拉伯文研

朋友就習慣了以我們的歸納式查經法來應

究相關的聖經經文， 並思想這些經文可以
如何應用在這婦女身上， 例如從她的日常
生活或個人興趣。 在我還未與我的穆斯林
朋友見面之前， 我將這次的探訪交給神並
祈禱她會在家， 有時間坐下來討論。 然後
我就放鬆及享受我與她和她的家人在一起

用神的話語； 她甚至以她個人在複雜的官
僚主義情況下， 如何尋求一位代求者的經
歷， 來解釋基督作為中保的含義。
一些婦女感到可以自由地向我吐露她
們個人和家人的事情， 包括一位外國老師
和朋友。 因為我是一位安全的人， 沒有不
可告人的動機來背叛她們。 這些知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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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離婚所帶來的苦毒、 悲傷和心碎、
不合法的兒女、 健康狀況不佳、 死亡），

鼓勵任何與真理證據有關的記號。 她以非
常原始的方法問許多激發思想的問題， 這

讓我們有機會輔導和分享神的愛、 饒恕，
以及在基督裡的供應。 這也可能開啟接下

常常原始到讓我與這些婦女要花老半天的

來公開禱告的機會， 或答應在家裡也同樣
禱告。

時間來捉摸她的意思； 然而這些問題， 卻
擴大了我們對神的瞭解及祂的公義。

當我聽新一代的年輕女性分享她們現

有時候， 我會介紹有關神的屬性的討
論課題。 如果我已經閱讀或默想這些課

今社會的角色時， 我學習到很多有關她們
的衝突、 希望和恐懼。 接著， 我就試著分

題， 我發覺會很自然地問朋友有關她對神
的看法。 偶像的課題， 似乎與伊斯蘭教的

享神造女人的目的， 也會提及我們的責
任， 及我們身為罪人的失敗。 這些年輕的

「不以物配主」之教義有關。 我也喜歡分
享我們如何因著允許一些事情成為我們生

女性經常怪罪她們的社會， 及表達希望改
變這個社會， 但她們卻很少去明白人類的

活的中心， 例如家庭、 財產或地位， 以至
將神擠到角落。

自私和罪性。 在參與婦女運動若干年後，
我的一個朋友說， 她現在開始明白我們為

我一次次地發現基督福音的障礙， 是
因 為 婦 女 對 大 眾 伊 斯 蘭 教（popular Is-

什麼說聖經的教導能夠改變人心。

lam）， 及它所鼓勵的泛靈論風俗有很強
的關聯。 從出生到死亡， 迷信的風俗讓她

運用聖經的真理

們被邪靈捆綁。 婦女會去信徒的墳前祈求
得到孩子； 當孩子出生之後， 她就會回去

在可能的時候， 我就翻閱基督與婦女
談話的經文。 祂從來沒有藐視或當女人是
男人們性的對象； 還賜給她永生、 饒恕、
醫治和價值。 基督的神蹟和比喻也提到有
關對婦女的關注及她們的情況。 我喜歡用
她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事物， 例如麵包，
水、 衣物， 來協助說明聖經的真理。 如
此， 當女性們看到這個物件時， 就能夠記
得聖經經文及我們的討論。
我的一個同工在作家庭探訪時， 經常
對孩子們述說舊約的聖經故事。 有一天，
在她畫了挪亞的故事以及教導有關洪水的
歌之後， 回到家裡， 她就聽說那溢出桶子
的水如何地淹濕了她們的公寓。 聖經的這
段課程， 將會永遠被銘記在心！她經常與
孩子們說故事的時間， 也帶領她進入與婦
女們的談話。 我的同工在那些談話中， 都

履行她的諾言。 她們用許多的護身符和符
咒 來 保 護 這 些 孩 子 避 免 遭 到 惡 眼（evil
eye）的傷害； 其婚姻是由巫術所安排結合
或破裂； 病人是因為已逝「聖徒」的代
求， 才得以痊癒； 蓋屋子、 耕田、 獲取文
憑， 全部都要透過聖徒（marabouts）墳墓
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宣告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來斷開這些守護她們祖宗傳統的捆鎖。 她
們向我吐露了這些風俗， 我渴望她們得到
釋放； 但從個人而言， 我只看到極少的突
破。 我目前的關心， 是集中在禱告及宣告
福音， 使福音可以勝過她們的捆綁。 我也
在尋求神的智慧和能力， 如何向這些穆斯
林世界的婦女應用這些釋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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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而非西方的直線邏輯式。 我們必須
要學習以比喻、 詩歌及建議來傳達真理。

艾伯塔‧ 斯坦迪（Alberta Standish）

在東方文化中， 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與穆斯林婦女的關係是急不來的， 她們需

對多數的穆斯林女性而言， 真誠的友
誼及用故事、 比喻、 詩歌和建議來表達人

要時間。 必須以耐心和愛心來破除懷疑和
不信任的高牆。 這些方法包括了學習她們

子基督， 比起以學識和神學來表達福音，
來得更為恰當。

的語言、 風俗習慣和食物。 一個婦女太多
的生活中心都是環繞在預備食物， 再加上
預備食物讓她身為妻子與母親顯得更有價

在世界上有六千五百萬的穆斯林女
性， 生活在五十個不同的國家。 她們來自
不同的民族背景及有廣泛的需要。 她們當
中有受過高等教育與沒有受過教育的， 有
富人與窮人、 已婚及單身、 傳統的家庭主
婦及當代的職業婦女。 但她們多數都是活
在沒有安全感及恐懼當中
她們懼怕生
病、 死亡、 被拒絕以及靈界。 雖然她們懼
怕靈界， 但她們又要它給她們能力及掌控
權。 她們可能會用有幫助或有害的巫術，
來給她們能力以滿足感受到的需要。

值， 所以要讓她教你如何預備當地的食
物。 在東方文化， 探訪是首要的娛樂。 對
那些你要發展友誼的穆斯林婦女， 最好養
成定期探訪的習慣。
服事她實際的需要， 是另一個破除障
礙的方法。 對她表示關注， 強過批評她的
靈魂。 在個人危機時刻， 就顯出關係的重
要了。 當無可避免的危機臨到時， 如果你
與你的穆斯林朋友有信任的關係， 神將會

因為她們是女性， 及她們感受到的需
要是心理上多過神學上的， 是關係多過信

敞開很多見證之門。 阿卡福（Fouad Accad）便說道： 「建立關係的橋樑， 可以承
載真理的重量。 」

息的。 她們需要被瞭解， 她們也需要與她
們所感受到的需要之有關的基督的愛與能

分享個人的生命故事

力。 通常， 以知性和神學來表達福音是不
能與她們溝通的， 甚至連護教也不行。

關係
在分享福音時我們必須謹記， 首先，
我們的信息是我們所經歷的一個「人」， 並
非一個教義、 體系、 一個宗教、 一本書或一
間 教 會。 那 是 一 個 我 們 與 他 有 關 係 的

我發覺到述說我自己在基督裡的故
事， 及與神親密的個人關係， 是分享神的
愛和關懷的屬性、 及祂渴望與我們建立關
係的有效方法。 這可以分享我們是如何認
識基督的。 我們可以給對方一些環境的細
節、 我們的感覺、 我們有的思想、 禱告的
內容， 以及種種。 要使用她可以認同的辭
彙和真理。 （例如： 「我相信神是獨一
的， 除了祂以外， 再沒有別神。 」）我們

「人」
。 穆斯林婦女對關係較感興趣， 但她
們並不知道她們可以和全能的神有關係。 她

可以分享我們的節期（耶誕節及復活節）

們認為神是遙遠及可畏的。 我們也必須謹
記， 穆斯林婦女多數時候的思維方式是東

對於我們個人的意義， 或神應允我們禱告
的故事
， 及神對個人的供應和保護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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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戒月（Ramadan）和宰牲節（Id al-

斯林婦女多數的世界觀都有牽涉超自然的

Adha）是與我們的穆斯林朋友聯繫、 進行
探訪， 及在某些情況下送禮物的最好時
刻。 這些節期也讓我們有機會討論屬靈的

力量， 因此我們需要祈求基督啟示祂自
己， 甚至是透過異夢、 異象、 神蹟及超越
鬼魔的能力， 或是祂所認為最好的方式。

事， 及亞伯拉罕獻他兒子的聖經故事（在
宰牲節）。

在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地區， 我們看到
很少有穆斯林婦女歸向基督。 我們要問問

說故事

自己： 「為什麼？」我相信其中一個原
因， 是教會忽略了她們。 他們以為可以用

耶穌是說故事專家。 我們可以從祂的
榜樣中學習許多。 如果我們花心思去思想
及事先準備， 很多耶穌的比喻是可以用穿
上伊斯蘭的外衣再重述的。 耶穌所講述有
關婦女的聖經故事也是非常的有果效。 例
如， 耶穌使寡婦的兒子從死裡復活（路加
福音七章）、 醫治患血漏的婦人（馬可福
音五章）， 及在安息日醫治一位婦女（路
加福音十三章）。 這些故事之所以好用，
是因為它們所處理的問題， 對穆斯林婦女
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獨生子的去世、 經
期的出血、 惡眼等）。 務必要養成收集其
他可以說明屬靈真理的好故事的習慣。
通常在東方文化， 在談話中表達內心
深處的感受是很羞恥的； 但如果是透過詩
詞或歌曲來表達， 則是完全可以被接納
的。 這也同樣的應用在表達屬靈真理上。
這是我們還需要再進深發展的領域， 話劇
也是一樣。 例如， 可以先演比喻及耶穌如

對她們的丈夫或父親的同樣方法來接觸她
們， 就是透過比較知性的方法表達福音。
然而， 只有被聖靈充滿、 富創意的女
性， 才會找到解開她們穆斯林姐妹心鎖的
鑰匙。 茨維莫（Samuel Zwemer）這麼說
道： 「穆斯林世界的女性最大的需要， 就
是她們基督徒姐妹捨己的服事。 」

透過親戚
雷伊‧ 雷吉斯特（Ray Register）

對我而言， 在我們的地區最實際的傳
福音管道， 就是在當地福音醫院（evangelical hospital）的病房裡佈道。 我們以萬
國兒童佈道團（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的法蘭絨圖畫來呈現基督的比喻。
在過去十五年來， 每個月我都是這樣服事
的。 這個方法相當簡易， 還能維持我的阿
拉伯文水準， 也讓我得以接觸在加利利和

何對待女性， 接著再一步討論。

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鄉村的許多

禱告

穆斯林。 醫院的接觸有時會讓這不斷進行
的事工伸展進入延伸家庭， 並結果纍纍。

我們為穆斯林朋友的特別需要而與她

1966 年， 一位穆斯林村民（以下稱他

們一起禱告， 就可以表明愛， 也反映出我
們與神的親密關係， 並將基督的能力帶到

為默罕默德）有一次到醫院來， 並邀請我
去他靠近加利利海的紮營， 他的家人在那

她們的生活裡。 耶穌說道， 神國將伴隨著
醫病與趕鬼（馬太福音十二 28）。 因著穆

裡養綿羊。 當還是小男孩時， 他作了一個
夢， 天上的天使高聲唱著： 「願榮耀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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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及享受強有力的講道。 他協助我挑選
那些覺得蒙呼召向穆斯林作見證的年輕阿

人。 」及至長大後成為青年人， 他從醫院
一位基督徒工程師那裡買來一本聖經， 並
找到了這節經文。 經過連續的探訪， 我們

拉伯基督徒。 在表面上， 他顯得很單純，
是沒有受過教育及不起眼的勞工。 他對貝

的友誼加深了。
他的父親去世了， 留給了他自己的十

都因人和其他的村民有一些典型的偏見，
但最近因著他研究他的家譜， 竟開啟了好

二個孩子， 及他十二個兄弟姊妹的責任。
在他父親去世之後幾天， 在夢中他父親向
他顯現並告訴他： 「跟隨牧師， 他會指示
你正確的路。 」

幾道不在預期中的新門。
默罕默德發覺越過西岸， 進入約旦及

通往延伸家庭的路
默罕默德視我如親兄弟。 他讓我在穆
斯林的節期或其他慶典時， 去探訪他在其
他四個村莊的姐妹， 及他太太的已婚姐
妹。 我帶著法蘭絨圖畫或一部基督徒的影
片， 在每一次的習俗大餐之後， 給這個家
庭觀看。 最近， 我去一個村莊探訪他的其
中一位親戚時， 我遇到了一位已經是信徒
的年輕穆斯林女子， 原來她在美國留學時
就信主了。 我的妻子和我就透過個人的探
訪及禱告來為她作門徒訓練， 並給與她和
她的丈夫聖經輔導。
我的朋友從來不曾決定要離開伊斯蘭
教及「成為基督徒」。 我無法確定他是否
曾經思考過。 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跨
越
。 在研讀完〈七個穆斯林基督徒的原則〉
（Seven Muslim Christian Principles）小冊
之後， 他私下向我表明他的信仰。 他目前
正在主題式的查考聖經。 他並沒有在清真
寺裡祈禱， 但我卻參訪了清真寺， 及在我
朋友的家裡與年輕的教長談了幾次話。

阿拉伯， 都有他的親戚。 在過去六個月
裡， 我們數次探訪在西岸的幾個村莊， 以
見見這些親戚， 他們當中有些是他們團體
中具影響力的人。 一般來說， 他們比我的
朋友和他的家庭， 在這小小的加利利村莊
更具影響力。 他們以非正式的方式接納我
進入他們的部落！在平常的談話中， 他們
對福音保持開放的態度。 一般來說， 與默
罕默德的加利利親戚比較， 他們與西岸的
親戚有更多的接觸。
注意： 我擔心他們視我為另一個溢滿
約旦河西岸的國外資金來源。 我已經查明
了不同的發展專案的資源及回答他們的問
題， 並告訴他們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但我已經參與在加利利村莊的學前兒童啟
蒙（Head-Start Kindergarten）專案， 這使
我對於這類的專案能給一些專業性的建
議。 如果我發覺那是可以讓村莊進一步分
享福音的方法， 我會毫不猶豫地參與。

在印尼的處境
馬克里（Chris Marantika)

他也非常小心翼翼地不要因著與「外

一個悲劇的事實是， 基督徒常視穆斯
林為仇敵， 並沒有以基督所要求的愛來愛

國基督徒」往來， 而引起其他村民的反
對； 但他偶爾會來參加特別的福音性聚

他們。 結果， 教會陷入對穆斯林負面的爭
論、 指責及衝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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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一直不能贏得百姓的聆聽。 我
們必須建立橋樑， 製造接觸點。 為了要預

第一群人相比， 這一組就有比較多人來到
基督面前。 他們教導的最高目標是順服真

備可以完成這些事情的信息， 我們必須先
明白穆斯林究竟是如何看待基督徒的信

主的旨意（tarika）， 及與真主一致的終極
「結合」（haqiqa）。 4 他們所有努力的目

息。 就好像茨維莫所說的： 「不是在於我
們的無知， 而是我們對穆斯林的正確知

的， 乃是要將自己完全地融入「那至高無
上者」（Ultimate Being）。

識， 使基督給我們能力向那些只當祂是先
知的無知之人， 來表達新約裡所啟示的榮
耀及美善的基督。 」1

第三群人是統計上的穆斯林， 「阿班
甘」（abangan）人， 或是「紅人」（red
people）， 5 他們也是散居在印尼的整個國

信奉伊斯蘭教的組織

土上。 主要就是這批人大量地歸向基督。
他們占了穆斯林團體的百分之三十， 但生

印尼的伊斯蘭人口是由三大不同的穆
斯林所組成。 在其他主要的穆斯林國家也
是一樣。 傳福音者一定要知道他們是屬於
哪一類的穆斯林。
穆斯林大約占了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七
十七。 他們可能歸納為三大群， 最大的群
體是基要派穆斯林， 共占了穆斯林團體的

活上並沒有宗教行為。 他們遵從伊斯蘭教
的禮儀， 但對於其教導並沒有個人的委
身。 他們的信仰與之前的一群人重疊， 但
更多是來自早期農夫的爪哇人萬物有靈
論。 他們並非正統， 而是名義上的、 混雜
著各宗派的穆斯林。
這三群伊斯蘭信徒在多數的國家當

百分之卅七。 他們散居在整個國家， 居住
在如爪哇東西及中北部、 蘇門答臘及周圍
的島嶼、 南西里伯斯島（Celebes）， 及北

中， 有著不同程度的委身。 我們必須預備
好傳福音的方法， 以面對不同的族群。

摩鹿加群島（Malucca）各省等主要地區。
耶雅迪甯葛拉（Djayadiningrat）是荷

相關的方法

蘭 德（Hollander Snouck Hogronje）的 學

在不同的環境， 都能夠贏得聽眾聆聽
福音， 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向穆斯林傳福

生， 他以對印尼伊斯蘭教（Indonesian Islam）的瞭解而聞名。 他稱這第一群人為

音的人， 必須要考量可以被接納的態度、
思維方式、 社會組織的樣式、 國家的法律

「虔誠的白人」。 2 他們關心正統的宗教
教義， 忠心地遵從伊斯蘭教的基要禮儀

及相關的方法。 他們也必須考量那些可以
發展積極傳福音、 建設性及富有創意的新

（如每天的祈禱）， 努力將伊斯蘭的教條
與日常生活聯繫一起， 並負責盡責地擁抱

方法； 與此同時， 亦順從法律及在人們當
中維持和平。 6

世界性的伊斯蘭團契。 3
第二群人是神祕主義的穆斯林， 散佈

人們的外表或人們的心態， 有時候可
以分成三大類。 一種是理性邏輯的思維模

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的百萬百姓當中。 這一
群人就比基要派更能容忍基督教， 因為他

式， 這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模式； 另一種是
虛構、 富有想像力的思維模式， 主要是在

們也受到了佛教與基督教相當的影響。 與

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三種是直觀的神祕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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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思維模式， 主要是在亞洲。
印尼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和健康的神學根基， 它也符合了東方伊斯
蘭的思維方式及社會結構。

擁有第三種思維模式， 及一點點的第二種
模式。 所呈現的訊息就必須要針對人的直

製作家譜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於教
會會友的穆斯林親戚， 教會可以設計特別

覺和想像力。 基督徒的信息， 有關神在歷
史上的作為是因著祂對人的愛及關心， 如

的全年禱告項目， 及一步步的佈道節目來
接觸他們。 我們可以從神的應許裡（使徒

果是以說故事的方式述說， 就符合這種思
維模式。
每一種文化至少都被四種社會組織所

行傳十六 31-32； 路加福音十九 9）支取勇
氣， 這 也 是 我 們 的 主（約 翰 福 音 四
44-54； 路加福音十九 9）及早期教會（使
徒行傳十六 14， 十八 8； 哥林多前書一

塑造： 個人、 家庭、 社區及部落。 我們必須
研究在每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每一群人， 來決
定哪一個組織對哪一群人是最重要的。 傳福
音及教會的設立， 也必須根據這些模式。
在印尼最重要及實際的結構便是第二
種結構

家庭。 這也是政府一直所支持
的。 第三種結構
社區， 相較於先前，
也更被重視了； 第四種則是部落結構， 雖
然過去宣教士們都廣泛地使用此結構， 現
在仍被舊式的教會所緊握， 但卻被新一代

16）的榜樣。
第三個相關的方法是教會繁殖
（church-planting）的程序。 當在一個團
體裡有超過三十人受浸時， 就要成立地方
教會。 之前必須要花四至六個月的時間來
教導信徒基要真理， 然後挑戰他們受浸。
倘若許可， 應立刻設立簡單的教堂； 可請
求地方政府為教堂進行開幕典禮。 如此，
就可以即刻給當地的會眾有合法的身分及

所攻擊。

可信度。
第四個相關的方法就是公眾教育

七個相關的方法

（public education）。 原因是除了較年輕
的一代強烈地渴望教育， 也確實缺乏教育

目前所有普世宣教的方法， 只要小心
地運用及注意以上所提的原則， 幾乎都可
以應用在印尼。 這七個方法在印尼是相當
有效的。
第一就是個人佈道（personal evangelism）。 一些組織如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及導航會（The Navigators）所提供的材料都非常好用。 至於用
在穆斯林國家， 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第二個重要的方法是家庭佈道（hous-

機構以提供這一大批有資格的孩子接受教
育。 公眾教育是基督教事工一個特別有卓
越成效的領域。 在印尼的法律要求每個小
學生必須歸屬於一個宗教； 從小學到大
學， 宗教教育是一個必修課程。
政府是為了抵制共產主義而採取這項
措施， 但這卻成為基督教的祝福。 我們在
年輕人當中的福音活動， 就可以集中在建

ehold evangelism）。 並非指家庭教會的佈

立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學校。 即使有些學生
仍然保留穆斯林的信仰， 但他們對基督教

道。 這個方法強調以屬神的學院， 就是家
庭， 來達成普世宣教。 除了有很強的聖經

也許有非常友善的態度。 這種方法在過去
非常成功， 至今仍是一個敞開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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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方法是更新大會（renewal con-

與伊斯蘭的處境有關聯， 那麼在這個世代
使印尼和其他國家的穆斯林福音化， 不會

ferences）， 這是專為在社會上各行各業的
基督徒， 如農夫、 老師、 醫生、 漁夫、 知
識分子等開辦的。 大會的焦點是要訓練這

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當我們已經嘗試了
所有的方法來呈現清晰、 切實的、 具挑戰

些基督徒， 不論在哪裡， 都要透過他們的
言行來見證基督。

性的有關基督的聖經信息， 那麼就必須要
以信心來等待及觀察聖靈的工作， 在定罪

第六個方法是以社會服務方案（social
service projects）來預備人心。 他們以這種

及救贖上， 「又因愛……預定我們……得
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

方式在社區中服務， 為傳福音預備了一個
小心的敞開門戶。

讚。 」（以 弗 所 書 一 4-6）可 以 肯 定 的
是， 我們是可以贏得穆斯林的。

第七個相關方法是神學教育（theological education）， 強調紮實的聖經和神學
訓煉， 再以強有力的福音性活動來與之平
衡。 這已經在印尼實施， 透過印尼福音神
學院（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Indonesia）， 要求其神學生在畢業之前，
必須要設立一間至少有三十位已受浸信徒
的教會。
在這個世代， 其中一件最令人感到興
奮的事， 是在世界上每一個伊斯蘭國家
裡， 都可以找到基督徒。 如果我們可以找
到一個新的模式， 既忠於聖經的教導， 又

章節附註
1. Samuel Zwemer, The Moslem Christ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12), p. 8.
2. Kenneth W. Morgan,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Islam Interpreted by the Muslim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p. 384.
3. Clifford Geertz, The Religion of Java (London:
Free Press Glencou, Collier-Macmillan, 1960),
p. 126.
4. Harun Hadiwijono, Kebathinan Islam Abad 16
(Jakarta: BPK Gunung Mulia, n.d.), pp. 7-16.
5. Morgan,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p. 384.
6. 作者並未提到出處。

「我，成為我宣教士？」： 從一位女性的角度
凱倫（Karen）
所以， 你是想要去土耳其！我一直
都在這個問題上掙扎。 「我？成為

底是在哪裡？）」以前， 我認為我將會是
一位在新英格蘭某間美麗、 白色的殖民時

宣教士？如果我們是去歐洲或日本， 那還
可以接受， 但土耳其？（還有， 土耳其到

期之教會裡的師母。 我覺得這個角色是神
給我的呼召， 也最適合我的恩賜。 靠著主

凱倫住在土耳其， 是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美國未得之民使團（Mission to Unreached Peoples）的宣教士。 她撰寫了
有關住在土耳其人當中的現實性。
改編自 Karen, “Pioneering in the Muslim World from a Woman’s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aper, 1980。 蒙允使用。
www.mn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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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 我將會是一位很好的師母， 再加
上， 我討厭露營！「我？成為宣教士？主

我要照顧家庭的渴望。
當閱讀更多有關土耳其的資料之後，

啊， 要不斷地說服我。 如果真的要我
們 成 為 宣 教 士， 我 需 要 一 些 特 別 的 指

我深信我對家政及家庭的熱愛， 很可能是
我在土耳其成為有果效的宣教士之最重要

引。 」這是我將近三年前的想法。 當時我
的先生正是神學院二年級的學生， 而我們

事項（後來證明了這是對的）。 那也是當
我在神給我最好的安排是在土耳其這一可

的婚姻正步入第四個月。
當我坐在我們的陽臺上， 被我第一次

能性上， 真正地敞開自己， 我才開始期待
可以在這裡服事。 然而， 當我到了那裡以
後， 真正發現主給了我對這裡的人和地方

真正嘗試栽種的組合盆栽所環繞著（我的
瑞士常春藤長得極好， 它茂盛的綠葉開始
爬過鐵欄杆）， 及享受馬爾馬拉海（Marmara Sea）的小小海景時， 我不由自主地
想到， 但願我這個角度的想法， 可以幫助

有特別的愛。 我想， 我是憑信心， 確信神
要我在這裡； 因著我對神的信靠， 我相信
這也是我心甘樂意在這裡的。 主堅定及加
強了我們的這些信念。

你整理你的思緒。 可是你看， 我們現在正
住在伊斯坦堡（Istanbul）。

不可缺少的信念

比預期中的更好

如果你正考慮要來土耳其， 你必須說
服你自己， 是你自己想在這裡的。 那不能

這裡與我們所預期的有極大的不同。
這並不是因為我已經準確地知道應該期待

只是因為你要順服你的丈夫， 或因為你知
道這個「是」的決定， 是你丈夫真正要

什麼， 但是當我們讀完所有關於土耳其的
資料時， 我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概念。 然

的， 而你要討他的歡心。 你必須深信是神
要你在這裡， 及開始在你心裡植入了對土

而， 很多事情都比預期的好多了。 我之前
的印象是要在這裡生活， 是非常困難的。

耳其人的愛。 （我不是要你們單身， 只因
為當一個人結婚之後， 有時候作決定的過

我原先的恐懼就是會失去我身為家庭主婦

程就比較複雜了。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當你在海外生活時， 必須要處理一些

的創意。 當然， 還有其他的恐懼， 例如，
我的語言天分從來就不是很好， 我真的有
能力學土耳其語嗎？那也意味著要離開家

棘手的事情。
這些棘手的事情並不一定是生活條

人， 還有我肯定沒有籌款的意願！
然而， 學習語言、 籌款、 整理行李的

件。 你可以活出你認為神要你活出的生活
水準， 並設定你的生活方式。 在他們當中

機械化及複雜性， 以及飄洋過海， 這些都
是可以克服的。 反而是那些內在的感受是

有許多的富人、 中產階級或窮人。 他們都
沒有聽過福音。 他們需要福音！有關這

最難處理的： 成為宣教士將對我與其他的
關係， 意味著什麼呢？這包括了我與延伸

點， 我們的看法是， 其中一個最有可能敞
開但卻被忽略的「族群」， 是土耳其中產

家庭的關係、 我的婚姻、 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性格、 興趣、 建立一個家的能力， 及

階級。 為了選擇對這些人友善及向他們作
見證， 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環境， 與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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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國家身為牧師或師母所面對的， 並沒
有很大的不同。 還有， 所面對的困難並不

以克服的。 我們很喜歡這裡的大眾運輸。
逛街通常會耗費很多時間， 因為我只

一定是學習語言。 當然， 要學習一個外國
語言是真的很困難， 不單複雜， 也在你所

能買提得動的東西， 但多數的食物都很新
鮮。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 要花更多的

做的每一件事上多加了一個新的因素。 這
些困難也不是指失去創意的機會， 其實有

時間來清洗， 這並不是我喜愛的工作。 在
還未正式下廚前， 我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機會。 也當然不是因為缺乏朋友。
我個人最大的掙扎， 是我個人與主的

來預備食物。 （你曾經必須要清洗你買回
來的酸黃瓜嗎？）缺乏品質管制及消費者

同行。 我以為已經勝過的舊有衝突和爭
戰， 在這裡又再次浮現出來。 在許多看來

保障， 有時很令人感到困擾。 （這個星
期， 我的其中一顆煮熟的雞蛋， 竟然變成

瑣碎的事上， 與我丈夫有更多的衝突。 我
確定這是因為我們試圖進入撒但的領土，

一隻煮熟的雞寶寶。 ）這就是這裡的生活
寫照，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生活， 也都能

而撒但在這裡的影響力是非常強大的。 這
並不是我們感到牠以任何的邪惡或鬼魔的

相互瞭解。 我們可以驚訝地看到這簡單的
事， 如何給人能力來處理我們認為超越我

方式顯明， 我想牠比這些要高明多了。 如
果真是如此， 我們應該會處理得更好。 但

們所能的情況。

如果撒但可以暗中破壞我們個人與主的同
行， 一些事情例如婚姻關係， 原本應該反
映神， 撒但卻用來破壞我們的效率。

處理日常生活

平衡的行動：家庭主婦及學生
我經常要平衡我身為家庭主婦及土耳
其語學生的角色。 我們在家裡自學， 這就
給我自由可以在家務中學習（或相反的，
看哪一方面失去了平衡）。 我常犯的試探

現在， 我想我必須要談一些這裡的生
活情況。 其實我們的公寓與以前我所住過

就是花太多時間在有創意的消遣上， 那是
身為家庭主婦的特權。 但我也真的是非常

的地方， 是不相上下的。 在這方面， 我們
根本不覺得我們有什麼犧牲。 當然， 總是

享受學習土耳其語。 我從來沒有想過它可
以那麼的有趣。 當我看到隨著我的語言能

會有問題與不足的地方。 有一段時間， 我
們的住處有蟑螂的問題。 我們不能控制我

力增加， 我的土耳其友誼也隨之發展時，
那就是最大的獎賞了。 不過， 有時候反而

們的暖氣設備， 所以在冬天時可以很冷。
有時會有電力短缺問題或供水被切斷。 公

是這些友誼攔阻了我學習土耳其語。
每天下午， 我都可以花時間與我的土

共服務和設施當然比不上北美的水準， 但
因每一個人都處在同樣的環境， 所以看起

耳其朋友交往， 從她們那裡學習如何烹煮
美味佳餚， 或彼此之間示範不同手工的方

來也就沒有那麼糟了。 在這個階段， 我們
選擇了不要電話或汽車， 因這兩樣在這裡

法。 但如果我要有效地與他們分享屬靈的
事情， 語言還是一個障礙， 我還必須學習

都非常的昂貴。 但如果我們真的覺得我們
需要這些服務， 那麼這些的不方便還是可

說更廣泛的課題。 我經常必須定期地評
估， 是否有花適量的時間增廣我的見聞。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與家人分開
離開家人實在是非常的難受， 這是事
實。 有時候， 我真的非常渴望可以與家人
聚在一起， 或是與我母親一起出外旅行。
我曾經聽到一些女性說： 「我不能考慮宣
教， 那就等於殺了我的父母。 」「我的父
母為我付出太多。 現在正是他們可以享受
天倫樂的時候。 」如果真的是那樣， 又有
誰會去作宣教士呢？當然， 單身者在這裡
有許多的服事機會， 但也需要讓土耳其人
看到基督徒家庭的榜樣。 在土耳其的離婚
率非常高， 那裡有很多的家庭問題。 其實
土耳其的社會也是以家庭為中心的。 所以
以神為中心的家庭見證， 是非常重要及奇
妙的。
雖然如此， 離開父母、 兄弟姐妹還是
非常的不容易。 當我們離開家人時， 我的
父親健康狀況非常好； 但七個月後， 他被
診斷患了不能動手術的癌症。 現在我知道
我的父親越來越虛弱， 我的母親也因著父
親的病情而越發消瘦。 然而身在土耳其，
根本就不能幫助我解決我的無助感及傷
痛。 但就算我與他們在一起， 可能我所感
受到的痛苦和難過也是一樣的多； 如果我
在父親身邊
， 甚至可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
我們有電話， 我可以從土耳其直撥至美國
洛杉磯與我的父母談話， 比我從美國的城
市撥打還清晰。 對我父母而言， 這電話比
我每個星期從波士頓打過去的更有意義。
在某個層面， 很可能在土耳其這裡，
反而讓我們家庭更容易面對家人的死亡。
每一天在這裡， 我經常被提醒， 其實我們
基督徒是已經勝過了死亡。 這是其他人所
沒有的！我們不是為了享受而活在這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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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而是要在每一天享受神的同在， 因著
我們向著自己的死亡， 使我們可以毫無攔
阻地來到神的面前。 是的， 我知道離開家
人是非常難受的。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也
只不過是搭飛機飛離了家園。 如果有需
要， 我們還是可以第二天就回家。 我想，
至終我們要衡量的是， 到底是服事神較重
要
， 還是取悅我們的父母與家人比較重要
。

一些積極面
以上這些都是負面的。 現在就讓我們
來看一些正面的吧！首先， 我愛這裡！當
你探望土耳其人時， 他們的熱情與極度的
友善會讓你受寵若驚。 他們非常喜歡有人
探訪他們， 隨時歡迎， 不需要事先通知。
他們喜歡一起喝茶及純粹的談天說地。 這
裡的出產是非常特別的， 沒有無味道的番
茄。 在成長季節裡， 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
是非常的多產及新鮮。 土耳其的食物是非
常美味可口的， 不單是他們各式各樣的烤
羊肉串， 也包括了酥皮糕點。 他們其實也
有特別的酥皮糕點店， 賣不同的甜點， 好
像餅乾類似的茶點， 都可以即時打包外
賣。 這比美國的麵包店更為精心製作。 新
鮮的烘培麵包每天都兩次送到我家門口。
當你從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的一端到另一端， 乘搭渡輪是非常賞心悅
目的。 他們甚至在渡輪上提供茶水服務！
我已經「適應」了月光下的渡輪航行， 也
「適應」了乘搭渡輪去其中一個當地的島
嶼， 沐浴在陽光下及享受海灘， （雖然在
這個穆斯林國家， 土耳其人不足以遮體的
比基尼泳裝仍然讓我感到訝異）。 我驚喜
地發覺到， 原來這裡的女性是那麼的在意
潮流時尚。 我過去以為我未來的朋友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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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黑袍或過時的服裝。 當然土耳其有各式
各樣的人， 但總括來說， 在伊斯坦堡的婦
女實在是非常的注重潮流時尚。 城市內的
街道的確是很髒亂， 但你在旅遊圖片裡所
沒有看到的， 是在屋子裡一般來說都是一
塵不染的。

最顯著的真理
論到住在土耳其， 在所有正面角度中
脫穎而出的， 就是這裡的人（我的朋友）
從來都沒有聽過耶穌基督。 去年， 就是我
在這裡的第一個耶誕節， 這個事實帶給我
很大的衝擊。 我有一位很可愛的女性朋
友， 就住在我們樓上。 她像許多土耳其的

這是完全不太可能的。 我已經太習以為常
了， 但我的這位朋友， 一位非常可愛、 受
過教育的婦女， 竟然完全沒有聽過耶誕節
的故事。
當我坐在我這裡的陽臺上， 可以很肯
定地說， 在我們所住的公寓可見的範圍及
更遠的範圍， 並沒有說土耳其語的見證
人。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 根本沒有人知
道福音信息， 大多數人很可能從來都沒有
遇見過真正的基督徒。 當我在購物、 走在
繁忙的街上或乘渡輪要越過博斯普魯斯海
峽時， 每一個走過我身邊的行人， 他們都
很可能從來沒有聽過或讀到基督的福音。
誰可以在那裡告訴他們關於基督呢？

妻子們一樣， 在外工作； 還有， 在很多方
面， 她都很像我。 然而， 去年的耶誕節發

的確， 來這裡是有很多的攔阻。 因著
很少有關土耳其的宣傳， 要讓人覺得有神

生了什麼事呢？在我們的桌上佈置了耶穌

的呼召來到像土耳其這樣的一個地方， 是
非常的困難。 但來到這裡之後， 我看到了

誕生的景象。 當我們在一起時， 她問我
（用土耳其語）那些不同的景象是什麼？
我就逐一的解釋。 然後她又問， 那直立在
所有景象中的木架的建築到底是什麼。 我
回答說： 「哦， 那是馬 槽。 」她竟然笑
了！「凱倫， 你說『馬槽』， 那是動物住
的地方啊！」因著我有限的土耳其語， 她
有所有的理由相信是我用錯字， 以前我也
曾經犯過同樣的錯誤。 但那衝擊我的是不
協調。 她覺得耶穌竟然和動物一起出世，

需要、 潛力， 及我作為家庭主婦與基督徒
婦女， 竟然有潛力可以滿足那些需要。 我
不單覺得有神的呼召， 我也覺得可以在這
裡真是常的榮幸。 我可以向土耳其人分享
神如何愛他們， 及神如何為了要帶領他們
歸向祂， 甚至樂意為他們死。
第十一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第十一課 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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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寫下你學完本課後所要採取的三個行動，並把這些行動告訴其他人。例如：
‧ 與我所在教會的領袖分享我所學到的。
‧ 成為穆斯林團體的「擁護者」，或幫助我所在的教會認養一個穆斯林團體。
‧ 邀請一位穆斯林學生、朋友，或一個穆斯林家庭吃飯。
‧ 參與一個到穆斯林群體當中服事的短期宣教之旅。
‧ 開始與一個或多個宣教機構聯繫。
‧ 設立一個關注穆斯林的禱告小組。
‧ 加入你所在教會的宣教委員會，或開始一個那樣的委員會。
‧ 為已在穆斯林當中的一位宣教士，開始財物上的資助。
‧ 與其他同學保持聯繫、互相鼓勵，為幫助穆斯林能一同進入神的國度而努力。
‧ 開始去一個穆斯林老闆開設的超市買東西。
‧ 在服務業找尋穆斯林；例如，至你家附近的加油站加油，好使你能與在那裡工作
的穆斯林們建立友誼。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Roland Muller, Tools for Muslim Evangelism (Belleville, Ontario, Canada: Essence
Publishing, 2000).
觀看： 由阿梅德‧ 索里曼（Ahmed Soliman）於 2003 年所指導的一部紀錄片〈生在美
國： 美籍穆斯林〉（Born in the USA: Muslim Americans）。
禱告： 運用網路或電話薄找一間清真寺， 或穆斯林在你的社區裡開設的商店和學校。
順道拜訪， 自我介紹， 並詢問是否可以為他們禱告。
拜訪： 打電話至當地的清真寺或伊斯蘭中心， 詢問是否有向公眾開放的參觀時間。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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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思考問題
 什麼才能使數以千計的穆斯林相信耶穌基督？誰能成就這事？
 你能感受到你的穆斯林朋友有哪些具體需要嗎？誰能滿足這些需要？
 為什麼恆切的禱告

， 特別是為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禱告， 對我們和眾教會來說

會困難重重？

課程目標
試回答你經過一段時間符合聖經的、 以外展宣教為主， 並經引導的禱告所學習到
的。
1. 傾聽並回應一位有穆斯林背景之基督徒的見證。
2. 參加禱告會。 尋求並回應神的同在和大能。 求神改變我們的心， 並為祂的事工
使用我們。 藉著在神的同在和大能中的喜樂， 承擔起為穆斯林禱告的負擔。

課程閱讀
重點閱讀： 引言
透過禱告接觸穆斯林
禱告與敬拜： 我們回應伊斯蘭教的工具
基礎閱讀： 贏得穆斯林的代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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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阿拉伯國家穆斯林的伊利比亞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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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數千年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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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閱讀： 穆斯林說： 「我為什麼選擇耶穌。 」
為穆斯林女性禱告
閱讀 & 活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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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
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 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
們 的 心 懷 意 念。 （腓 立 比 書 四
6-7）
© “Djenne: Living Tradition” / Saudi Aramco World / PADIA

許多時候， 我們的禱告被過度
簡化了。 我們祈求神保守我們和我
們的朋友們安全健康， 卻很少特別
為那些極為重要， 或是看起來似乎
不太可能的事禱告。 如果能在為穆
斯林世界禱告的事上恆久忍耐的
話， 我們需要發現那份進入神同在
的興奮， 那份加入祂旨意成就的過
程， 和全心投入以祂的國度為中心
之禱告的興奮。 一旦我們經歷這樣
的禱告， 就會想要再接再勵。
求主賜福她的未來

本課程並沒有過度強調聖經中的屬靈
爭戰。 過去， 這些印象常常被不恰當地用
來把穆斯林歸結為敵人。 但是事實上， 我
們正如穆斯林一樣， 也曾是邪惡和壓迫的
受害者， 無法分辨謊言和欺騙。 我們都需
要神的大能來戰勝這個世界的黑暗和與撒
但
， 以及纏累我們的罪之戰役。
、 撒但勢力
禱告很可能是最常被提起， 卻又很少
應用的屬靈操練。 我們宣稱禱告應放在生
活中的最優先順序， 但是一份對我們繁忙
生活的誠實評估， 卻恰恰反映出完全相反
的情況。 我們是否正在進行著為預期之事

的習慣性禱告， 卻對我們所做之事未充滿
活潑的信心？我們是否像實用主義無神論
者一樣生活著， 只是在面臨個人絕望的困
境時才不得不懇切禱告？或者， 我們的祈
禱軟弱無力， 因此也枯燥而毫無生氣？是
否曾問過自己： 「為什麼禱告？我想不出
該為什麼事祈求， 」或者： 「這就是我一
直反反覆覆祈求的。 」
禱告不應該是這樣的！真正的禱告總
是活潑的； 而且， 禱告是我們寶貴的特
權！在股票或貴重金屬上投資的人， 總是
積極地觀察這些投資相關專案在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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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動態。 我們已投資在神的國度裡了
嗎？那麼， 我們的禱告中應該有哪些重點

告上， 可以戰勝我們內在的抵擋， 並為我
們的祈禱帶來動力。

來展現這些價值呢？

在禱告中， 我個人的許多最美好的經
歷都是在事奉的團隊中， 當我們一起迎接

我們需要從看重自己開始。 祈求神赦
免我們並改變我們的心志， 穿越過去一切
的喧嚷攪擾， 帶領我們進入安靜等候之
地。 儘管看起來相當艱難， 但起初花費數
分鐘的完全等候倚靠， 在我們的專注態度
和禱告中卻非常行之有效。 當我們不邀請

挑戰、 互相扶持時所經歷的。 我們倚靠神
的同時， 也互相倚靠。 每一次聽到隊友報
告說： 「所以， 我們就禱告； 但你永遠猜
不到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那份心情是
多麼地充滿欣喜！也許那樣的事奉也可以

神帶領我們為他人代求時， 我們的禱告便
缺乏目標與深度； 若我們祈求祂轉化我們

成為學習放膽禱告的好方法， 接著就看神
怎麼回應禱告。

的不信， 進而相信神是真實可信的
祂
能夠而且願意回應， 使我們可以充滿確信

穆斯林也一樣有過消極的禱告經歷，
而且大部分的穆斯林並未嚴格遵循限定的

地放膽提出我們的請求。
是的， 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還沒有經歷

伊斯蘭教祈禱詞； 就算是有遵循的， 許多
人第一次奉耶穌的名禱告時， 都會驚奇萬

過這樣的禱告。 我們庸庸碌碌， 而且被壞
習慣所攔阻， 以致影響了我們的禱告生

分。 「這真的管用！」這是許多有穆斯林
背景的基督徒所作的見證。 當別人奉耶穌

活。 我們一開始就忽略了將我們心思意念
的主權交由聖靈掌管。 一次新鮮的經歷，

的名為他們禱告的時候， 當他們自己禱告
求神幫助、 醫治他們、 向他們說話或彰顯

可以提醒我們回到這已經預備好的通道，
這通道帶領我們得享與我們的父神， 這位

祂自己的時候， 他們的禱告總會藉由改變
生命的大能， 清清楚楚地回應他們。

宇宙的主宰和全能的創造主交談的喜樂！

我必須承認， 我對於有些人的禱告感
到嫉妒羨慕， 也同時感到困惑， 因為神不

與其他基督徒一起專注地敬拜和新鮮的禱

為什麼要為穆斯林禱告？
所有關於對伊斯蘭教的知識、 所有我們對穆斯林信仰的感受和瞭解， 甚至我們對聖經
的親密的體會， 都不足以在最終的分析中使我們適合外展事工。 而神透過祂甘心服事， 滿
有愛心的僕人所成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當神的大能、 愛和熱情在我們裡面運行的時候，
我們就實實在在地成了祂的見證。 我們的行事為人和言語在我們住在祂的同在時， 都深植
在我們內心了。
Gerhard Nehls, Muslim Evangelis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Life Challenge Africa, 1991),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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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以祂的供應和神蹟來回應他們放膽祈
求！他們發現了神應允他們禱告的公開的
祕密： 專注於神的國度。 主禱文即是一篇
簡單卻又優美的為國度禱告的典範： 「願
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天上。 」
務必謹記，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屬靈爭
戰， 而我們爭戰的兵器是屬靈的， 而且有
著神聖的力量， 是指向神的敵人的。 （參
哥林多後書十章 3 至 5 節， 及本書第六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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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至高無上的。 祂是公義的統治
者， 因此能夠施展祂的權柄與大能（參以
弗所書一 18-20）。 神回應我們的禱告，
使祂的名得著榮耀。 當我們的心思意念順
服地以我們的主為中心時， 祂應許藉由我
們來行使這大能的屬靈武器。
K.S.， 編者

進深閱讀
Jean-Marie Gaudewl, Called from Islam to Christ
(London: Monarch, 1999).

多元化和多樣化
處在一個政治正確性為主的時代裡， 福音工人很可能一聽到像包容、 差異和多元化這
類名詞就義憤填膺。 這些詞語如魔法般， 引出神學相對論和普救論的意象。 我們害怕現在
所處的這個後基督文化（Post-Christian Culture）中， 對包容和差異的堅持， 將迫使我們接
受一些我們所強烈反對的價值觀， 或者將熄滅我們在社會中恪守聖經的聲音。
不過， 與此同時， 我們相信基督的普世教會終有一天會包括所有族群、 語言、 民族和
國家的成員。 儘管不同教會機構在浸禮、 屬靈恩賜、 敬拜模式、 領導形式、 對末世的看法
和其他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 但我們知道基督教包括所有這些不同意見。 我們能以包容而
從世俗的辯論中解救出來， 並接受聖經的教訓， 在愛中彼此接納（以弗所書四 1-3）嗎？
我們能否尊重多元化途徑， 以全面地回應世界的需要呢？
當我們一起禱告， 為基督國度的降臨一起同工時， 我們有一個選擇： 我們會不會慶祝
教會的差異和多元化， 或者我們是否會把自己的模式強加給別人？在《多元社會中的福
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一書中， 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呼籲教會成為
基督宣教的器皿， 甚至今天仍不停止呼籲。 1 基督徒不應該在大膽宣揚基督的獨一性和權
柄時失去確信。 然而， 紐畢真並沒有注重護教學， 反而鼓勵基督徒和有其他信仰的人們公
開對話。 我們的重心應該是發展公開並互相信任的溝通； 在此溝通中， 基督徒們可以憑著
愛心宣講福音。
1. 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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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禱告接觸穆斯林
克利斯蒂‧ 威爾遜（J. Christy Wilson Jr.）
「穆斯林世界福音的敞開， 」莊斯
頓（Patrick Johnstone）寫道： 「無
法藉由人的努力或謀略而被組織起來， 只
能藉由禱告。 我們爭戰的兵器是屬靈的，
而不是屬世的。 為一個代求的大軍興起禱
告祈求， 從而帶來堅定和突然的突破， 就
像在中國和前蘇聯那樣， 也可以在穆斯林
世界發生。 」1
世界上還沒有聽到福音的大約有一萬
一千個群體， 有四千個群體是信奉伊斯蘭
教的。 我們的主曾應許： 「這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
來到。 」（馬太福音廿四 14）在同一段經
文中， 基督說道： 「天地要廢去， 我的話
卻不能廢去。 」（馬太福音廿四 35）那
麼， 普世福音傳遍是絕對需要的。 但是，
這些穆斯林群體該如何才能被接觸到呢？
答案是： 首先透過非比尋常的禱告。

禱告，復興的第一個階段
歐依文（J. Edwin Orr）博士在他關於
覺醒的歷史的書籍中指出， 每次真正意義
上的復興有四個階段。 2 在使徒行傳中和
整個教會歷史中均是如此。 第一個階段是
禱告及基督徒之間的重新和好； 第二個階
段是傳福音階段， 失喪的靈魂被主贏回；
第三個階段是宣教的階段， 如參加普世福

音遍傳的宣教； 第四個階段是在行動中服
事基督， 如我們的愛鄰如己， 並供應他們
身體、 智力、 社會和屬靈上的需要。
過去大部分的復興運動都被地區化所
阻隔了， 這是因為交通和通訊方面的難
處； 然而， 我相信我們現在正處於世界範
圍大覺醒的邊緣（參約珥書二 28-32）。
這將實現約珥書的預言， 使徒彼得這樣引
用道：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
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在那些日子， 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他們
就要說預言。 在天上， 我要顯出奇
事； 在地下， 我要顯出神蹟……到那
時候，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
（使徒行傳二 17-19、 21）
這復興， 我相信最終將帶來基督吩咐
我們， 完成福音遍傳的大使命， 也將接觸
到穆斯林未得之群體的核心。

在覺醒中受感動的人們
在 1858 年大復興和接下來的復興中，
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看到福音大覺
醒。 復興是由查理‧ 芬尼（Charles Fin-

威爾遜博士， 歌頓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Seminary）榮譽退休普世福音教授， 曾在中亞以宣教士身分服
事廿年。
改編自 J. Christy Wilson Jr., “Undergirding the Effort with Prayer: Muslims Being Reached Foremostly through Extraordinary Pray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p. 61-65。 蒙允使用。 www.ijf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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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歸主運動
在近五十年中， 歸信耶穌基督的穆斯林人數， 要比之前一千三百年中歸主的穆斯林之
總數還要多。 這個信仰的轉變是在社會的動盪之中發生的， 比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有二
百萬爪哇的穆斯林成為基督徒； 或自 1979 年，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後
的廿五年間， 有數以千計在聚集區的伊朗人成了基督徒。 也有其他的類似運動發生過， 人
數從幾百人到在孟加拉的幾十萬人， 以及包括在北非的柏柏爾人（Berbers）。 巴爾幹半島
各國、 土耳其、 中亞和許多先前沒有當地有穆斯林背景之基督徒聚會的地區， 現在都有
了。 家庭聚會也正在伊斯蘭世界的心臟地區舉辦著， 雖然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
為什麼這些事於現今發生？我們相信， 這是神的時間安排。 其他明顯的相關事實包括：
• 幾近全球範圍的穆斯林苦難， 從經濟困乏到政治壓制統治。
• 在關注宣教事工的教會中不斷增加對未得之民的意識， 特別是自從 1974 年於瑞士舉
辦的洛桑世界福音宣教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以來。
• 更具體的重心， 更多的宣教機構如前線差會（Frontiers）與先鋒團隊（Pioneers）等，
真切關注穆斯林和其他未得之民的需要。
• 差派宣教士前往穆斯林地區， 包括非洲、 印度、 韓國、 拉丁美洲、 埃及， 和其他非西
方國家的教會。
• 廣泛使用傳媒工具， 如電影〈耶穌傳〉。
除了上述提到的這些， 也不斷地透過使用輔助工具加入禱告， 如《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手冊（30 Days Muslim World Prayer Guide）， 著重在每年齋戒月期間之穆斯林的需
要， 或每星期五中午當穆斯林聚集參加清真寺的禮拜時， 向神交託穆斯林的永恆需要等。
這些為促使穆斯林在經歷異夢、 異象、 神蹟和醫治後歸信基督， 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他們唱新歌說： 『你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
族、 各方、 各民、 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啟示錄五 9）
摘自： David Garrison, Greg Livingstone, and Don McC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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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 一名都市宣教士所帶來之悔改開始
的。 耶利米‧ 藍斐（Jeremiah Lanphier）

威爾德在印度出生。 他的父母在印度
一直擔任宣教士。 威爾德和他的姐姐葛蕾

於 1857 年在紐約市為同工們和商業界人士

絲（Grace）忠心地為參加黑門山大會的學

開始了富頓街（Fulton Street）星期三中午

生們禱告， 求神能夠興起一百名學生， 將
他們的生命獻給海外宣教事工。 因著他們

的禱告會。 六個月內， 有大約一萬人每天
中午聚集在一起禱告。 這次復興致使在接
下來的兩年中， 超過一百萬人歸主， 並加
入美國各個教會。
在美國， 同樣在不列顛群島這場復興
運動中最突出的領袖是慕迪（D. L. Moody）。 慕迪的一位密友叨雷（Ruben A.
Torrey）說， 慕迪是一位禱告者， 甚於一
位講道者。 在此， 我們再次看到在復興
中， 代求是非常必要的。 慕迪不僅僅積極
地參與宣教活動， 透過他所傳講的信息，
許多人因而歸向主。 他還在北美幫助創辦
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 為男孩和女
孩設立學校， 創辦了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並創辦現名為慕迪
出版社（Moody Press）的基督教出版社。
他在宣教活動中的參與， 可作為真正
復興的另一個階段， 來自一些親近的朋

的懇切代禱， 有整整一百名學生領袖簽下
「求神幫助我， 我要成為海外宣教士」的
誓約。 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於焉誕生。

禱告的結果：向穆斯林宣教
在接下來的 1886 至 1887 學年， 威爾
德和一名神學院學生約翰‧ 弗爾曼（John
Foreman）透過拜訪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
校園， 將這個異象傳遞開來。 另外又有兩
千多位簽署誓約， 志願成為宣教士。 這些
人當中， 有位學生名叫撒母耳‧ 茨維莫
（Samuel Zwemer）， 就讀於美國密西根
州荷蘭市（Holland）的霍普學院（Hope
College）。 他後來成了歷史上對穆斯林群
體之最偉大的宣教士。
茨維莫相信神呼召他前往世界上最艱

友， 如 亞 瑟‧ 皮 爾 遜（Arthur T. Pierson）。 皮爾遜使「在這一代將福音遍傳全

難的宣教禾場， 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族
群。 沒有任何宣教團體願意差派他。 他們

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認為他肯定會送命， 而他們也不願為此事
負責。 因此， 茨維莫和詹姆士‧ 坎特尼博

this sgeneration.）之口號廣為人知。 在提
到這句口號時， 慕迪說： 「這是可行的，
是該行的， 也是必須行的。 」3 在 1886 年
的夏天， 慕迪邀請皮爾遜和哥頓（Adoniram Judson Gordon）在慕迪所創辦的麻塞

士（Dr. James Cantine）創辦了他們自己的
機構， 美國阿拉伯傳教會（American Arabian Mission）。 如同茨維莫博士所說的：

諸塞州黑門山中學（Mount Hermon School

「如果神呼召你， 而沒有任何機構願意差
派你， 那麼就直接越過機構， 勇往直前

for Boys）， 對二百五十一名學生領袖作
演講。 這些人當中有位名叫羅伯‧ 威爾德

吧！」勘查過整個阿拉伯半島後， 他們在
馬斯喀特（Muscat）、 科威特、 巴林群島

（Robert Wilder）。 威爾德才甫從普林斯
頓畢業。

和巴士拉分別設立了宣教站。
在穆斯林世界工作了廿五年後， 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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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受邀至於英國召開的開西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上傳講信
息。 他引用了以下的經文：
西門說： 「夫子， 我們整
夜勞力， 並沒有打著什麼。 但
依從你的話， 我就下網。 」他
們就下了網， 就圈住許多魚，
網險些裂開， 便招呼那隻船上
的同伴來幫助。 他們就來， 把
魚裝滿了兩隻船， 甚至船要沉
下去。 （路加福音五 5-7）

© Caleb Project

茨維莫接著說道， 他和其他同
工們在穆斯林世界裡整夜勞力， 幾
乎沒有收穫。 他用手指頭就能數得
出有幾位穆斯林信主。 但是， 他
說， 我們需順服基督的吩咐， 到時
候一定會有許許多多的穆斯林歸向

不間斷地禱告， 神必改變我們的心

主， 就如裝滿了魚的船那樣， 教會
也將容納不下那麼多人。 在開西大會的每
位與會者莫不被他的信息觸動， 便問茨維

室的牆上。 他會跪在床邊禱告： 「主啊，
我願意為去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 請告

莫博士， 他們能做些什麼。 茨維莫的回答
是： 「禱告！」這就是為穆斯林禱告團契

訴我要前往何處去。 」就在那時候， 他聽
到了茨維莫博士與眾人分享的穆斯林世界

（Fellowship of Prayer for Muslims）的開

的挑戰。 神亦透過威廉‧ 米勒， 呼召了比
爾‧ 米勒（Bill Miller）前往伊朗東部靠近
阿富汗邊境的馬什哈德（Mashad）。

始。 從那時起， 這個團契多次進行了特殊
的代求。 4 比如說， 現在每一年在美國費
城和洛杉磯地區多次舉辦長達數天之久的
為穆斯林的禱告會。 這些禱告會也製作分
發各種刊物以鼓勵禱告。

禱告：被呼召者的工具

比爾‧ 米勒接著在他的房間裡開始了
每天的禱告會， 求神興起對基督的大使命
有負擔的宣教士， 「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
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
太福音九 38）透過禱告， 他找到了一百多

學生志願運動也影響了威廉‧ 米勒博
士（Dr. William M. Miller, 1892-1993）將

人願意成為宣教士。 這些人當中， 包括飛
利 浦‧ 霍 華 德 博 士（Dr. Philip How-

他的生命獻給宣教事工。 當他還在神學院
就讀的時候， 他把一張世界地圖掛在他寢

ard）， 他是伊莉莎白‧ 艾略特（Elizabeth
Elliot）的 父 親。 伊 莉 莎 白 的 丈 夫 吉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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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即是被奧卡族印第安人（Auca
Indians）所殺害的宣教士。 霍華德博士也

成的二層樓裡。 在一扇可以眺望遠處阿富
汗群山的窗子前， 她擺放了一張小凳子。

是 大 衛‧ 霍 華 德（David Howard）的 父

她在那裡總是一跪就是好幾個小時， 祈求
神使那個國家敞開， 接受福音。

親。 大衛‧ 霍華德一直是拉丁美洲哥倫比
亞的宣教士， 帶領了兩屆的爾班拿學生宣
教士大會（Urbana Student Missionary Conventions）。 他同時也是洛桑會議（Lausanne Congress）在泰國芭堤雅（Pattaya）
的主任， 以及世界福音團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的執行祕書
， 及大衛
‧
庫克基金會（David C. Cook Foundation）
的副總裁。 因著比爾‧ 米勒的挑戰， 我的
父母也成了前往伊朗的宣教士。 我們現在
可以看到 1858 年大覺醒後， 透過禱告在穆
斯林世界裡所發生的改變。

為阿富汗禱告的結果
我生在伊朗， 我父母都是伊朗的宣教
工。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
們為在東邊的一個國家禱告。 在那個國家
沒有基督徒。 那個國家就是阿富汗。 我不
太記得這件事了， 但媽媽告訴我， 小時候

她還發起了一個為阿富汗禱告的禱告
圈。 她定時發放代禱的需要給其他對阿富
汗有負擔的信徒們。 後來， 瑪格麗特‧ 海
恩斯（Margaret Haines）， 威廉‧ 米勒博
士（Dr. William Miller）的弟妹， 同佛羅
亞‧ 大衛森一起在克哈特工作。 她編輯並
出版了一份名為〈阿富汗邊境的使命〉
（Missions on the Borders of Afghanistan）
之季度禱告簡報。 由於健康狀況， 當她返
回美國費城地區後， 仍然每個月發出禱告
信函， 鼓勵他人繼續為阿富汗禱告。
我完成學業之後， 阿富汗仍然對宣教
士緊閉大門。 因此， 我與在美國華盛頓特
區的阿富汗大使館簽訂合約， 前往阿富汗
教授英語。 我於 1951 年抵達阿富汗。 在讀
聖經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使徒保羅就是這
樣做的（使徒行傳十八 1-4）。 跟隨他的

我 們 的 伊 朗 牧 師， 斯 蒂 文‧ 庫 比 爾

腳蹤， 我成了一名自給自足的宣教士。
當我的妻子貝蒂（Betty）和我到達喀

（Stephen Khoobyar）， 有一次問我長大
以後想做什麼？我告訴他， 我要成為去阿

布爾（Kabul）後， 我們的主要事工就是
禱告。 我們也與其他基督徒教師一起為之

富汗傳揚福音的宣教士。 他說， 在那片土
地上不允許有宣教士； 我說， 正因為這
樣， 我才要去那裡成為宣教士。

代禱。 就這樣， 家庭教會在我家開始了。
我時常每天為我所工作的政府機關學校

不僅宣教士和基督徒為阿富汗這個封
閉的國家禱告， 在與阿富汗接壤的印度，
以及後來的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境內的弟兄
姐妹們， 也加入了代禱的行列。 例如， 來
自蘇格蘭的佛羅亞‧ 大衛森（Flora David-

裡， 我所教的那些阿富汗穆斯林學生禱
告。 我所代禱的這些學生中， 後來有一位
出國深造。 他是阿富汗皇家的一員。 後
來， 我收到一封他寄給我的信， 告訴我說
他已經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

son）住在西北邊界省（North-West Fron-

他還加入了一處福音教會， 並帶領青年團
契。 他還隨附了一張支票， 用以幫助在阿

tier）克哈特（Kohat）鎮之一幢由土磚砌

富汗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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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應允的禱告：神蹟奇事

我的朋友向我解釋說這樣一來， 問題
會很麻煩。 他叔叔從中部高原地區來， 來

為穆斯林的禱告不僅有果效， 而且與
他們一起為他們所感受到的需要禱告， 可

回都是好幾天的路程。 所以對他叔叔來
說， 現在要折返回去， 三個月以後再回來

以說是一個神蹟奇事， 特別是當他們看到
神對他們禱告的回應， 並因而被帶領到耶

就不太容易了； 另一方面， 讓他留在首都
喀布爾離家三個月也不是件容易事。 他問

穌基督面前， 接受祂成為他們的救主時。
有一次， 一個阿富汗朋友帶著他的叔叔來

我是不是認識政府醫院的院長。 我告訴他
我認識。 他接著非常和善地央求我為他寫

找我。 他叔叔需要進行白內障手術。 他們
被政府醫院拒於門外， 並被告知說等候動

個便條， 說明他的情況， 再問問能不能早
一點讓他叔叔入院。 我告訴他， 我不用給

手術的床位， 三個月之內都已經排滿了。

他寫什麼便條
， 就親自和院長說就可以了
。

關於行走禱告
「坐在屋子裡圍成一圈時， 集中在同一個問題上可能會比較困難。 」史提夫‧ 霍桑
（Steve Hawthorne）和葛拉翰‧ 肯瑞克（Graham Kendrick）1 說。 沿著街道行走， 周圍環
繞著禱告的需要， 以提供幫助。 如此一來， 可以提高你的關心程度和注意的能力。 「為具
體的家庭， 特別是知道名字和面孔時之禱告， 我們的祈求可以像刀刃一樣鋒利。 我們的感
知能力得以加強， 從而使得我們的禱告也更被神的靈所引導。 」2
行走禱告是在瞭解關心你的鄰居的同時， 安靜地服事他們的方式。 行走禱告還會透過
在神的國度未被榮耀之地來榮耀祂， 以摧毀屬靈的堅固營壘。 行走禱告也為進一步的事工
來鋪墊基石。 霍桑和肯瑞克提供了如下對行走禱告的建議：
開始之前：
1. 預備心， 集中心思意念， 求神親自引導你。
2. 確保你和周遭人們的關係是正確的。
3. 組成禱告小組（一般為兩人或三人一組）。
4. 指定區域、 路線或地點。 地圖可以發揮極大的幫助。
5. 約定再聚集匯報的時間。
6. 複習背景和相關經文， 以啟發你們的禱告。
行走禱告過程中：
1. 為你所看到的事務禱告， 並求神使你透過祂的眼光來看這個城市。

548

斳雓 伊斯蘭世界
那個朋友接著就問我醫院負責人的名

字。 我回答說： 「祂名叫主耶穌基督。 祂
是每一間醫院的院長。 」我又說： 「現在
我們就向祂說明這個情況吧。 」我用他們

回到醫院， 就有一個病人出院。 院方馬上
就接受了他叔叔， 並把他安排在空出來的
那張床上。 而且他們會儘快為他安排手
術。 這個穆斯林就這樣成了基督徒， 接受

的語言， 向神陳明情況， 並祈求祂的幫
助。 然後我就要他們再回到政府醫院去。

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主和救主。 5
在歐洲的一位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但是他們卻顯得非常遲疑， 因為他們剛剛
才吃了閉門羹。 我告訴他們： 「你們要我
跟醫院的負責人求情， 我求了。 現在回去

發現， 禱告是傳福音的很有效的方式。 他
尋找人們的需要， 然後鼓勵他們向耶穌禱

吧。 」好不容易， 他們同意再回去試試。
幾個小時後， 我的朋友又回來找我。
他非常激動地說： 「你真的是認識那間醫
院的院長！」他接著對我解釋道， 他們一

告， 求祂幫助他們滿足他們的需要。 當主
應允禱告時， 他們就會看到回應他們所求
的神蹟和奇事。 許多穆斯林都接著向基督
禱告， 求祂赦免他們的罪， 並接受基督成
為他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2. 出聲禱告， 好使你的同伴能夠聽清楚你的禱告， 並與你一同禱告。 但聲音不要過大，
以致引起周遭人的注意。
3. 共同禱告， 互相傾聽並表贊同。 不要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 但要以互相對話應
答的方式禱告。 簡短的禱告會較容易一些。
4. 以聖經中的經文來禱告。 容讓聖經中的話語教導你如何禱告。
5. 為你所看到的人和事禱告時， 要存著敏感的心。 主要為他們做哪些事？
行走禱告之後：
1. 與組員分享你禱告的主題。 尋找模式並記下你的禱告內容。
2. 評估你的行走禱告。 下一次你會做哪些不同的活動？
3. 思想所看到的和你所祈求的事， 這些事對以後的事工意味著什麼。 神是否向你顯明了
什麼事？
4. 現在決定， 何時、 何地繼續行走禱告。
進深閱讀
Steve Hawthorne and Graham Kendrick, Prayerwalking: Praying On Site with Insight (Lake Mary, Fla.: Creation House, 1993), pp. 23-39.
1. Steve Hawthorne and Graham Kendrick, Prayerwalking: Praying On Site with Insight (Lake Mary, Fla.:
Creation House, 1993), p. 37.
2. 同上， 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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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爭戰的兵器
正如使徒保羅提醒我們的：
「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
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
破堅固的營壘。 」（哥林多後書十

我還有末了的話： 你們
要靠著主， 倚賴他的大能大

© Frontiers

4）當他寫如下經文的時候， 也提
到這點：

求基督牧養萬民

力， 作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
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
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
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
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
靈 氣 的 惡 魔 爭 戰。 （以 弗 所 書 六
10-12）
我們真正的仇敵是撒但和牠的所有邪
惡勢力。 同樣， 耶穌基督在主禱文中教導
我們， 每天祈求神救我們脫離「惡者」。
（馬太福音六 13）
要注意， 保羅說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
或人們爭戰。 我們需要不斷地愛我們的穆
斯林朋友們。 我們的主無限地愛他們。 也
正是為此， 祂不但為他們死， 還吩咐我們
把祂赦免人並賜人永生的好消息傳揚給他
們。 我們必須看清， 我們事實上是與在伊
斯蘭教背後的屬靈力量爭戰。 也正因為
此， 經文中除了警戒我們要靠著主作剛強
的人， 和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以能抵
擋仇敵； 還告訴我們要「靠著聖靈， 隨時
多方禱告祈求」（以弗所書六 18）。

我們爭戰的真正敵人
有意思的事是一些邪教的起源， 也是
源於一個自稱是神所派來的天使或特別的
信 使 所 帶 來 的 異 象。 例 如 約 瑟 斯 密
（Joseph Smith Jr.）， 就是摩門教徒所追
隨的先知， 宣稱莫羅尼（Moroni）天使曾
三次向他顯現， 並三次授予他權利。 7
另外， 文鮮明（Sun Myung Moon）
，
統一教的創立人， 宣稱 1936 年的復活節那
一天， 耶穌基督親自在韓國向他顯現， 並
呼召他成為特殊的信使。 8 使徒保羅警告
我們「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
（哥林多後書十一 4）
使徒保羅在聖經中告訴我們「神的兒
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
翰一書三 8）。 他還告訴我們， 要「試驗
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約翰一書四
1）。 他接著揭示出查驗這些靈之根源的辦
法：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就是出於神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
來； 凡靈不認耶穌， 就不是出於神， 這是
那敵基督者的靈。 」（約翰一書四 2-3）
換句話說， 真正的屬神的啟示， 會承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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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道成肉身。 而古蘭經從頭至尾否認耶穌
是神， 或是神的兒子。 此外， 伊斯蘭教還

界的真正戰役是一場屬靈的戰役。 」11 在
韓 國 的 國 際 學 園 傳 道 會（Campus Cru-

否認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哈吉‧ 蘇丹‧ 穆罕默德（Haji Sultan

sade）之金俊坤博士（Dr. Kim Joon-Gon）

Muhammad）是透過尋找真正的赦免他的

寫道： 「主耶穌擁有開啟的鑰匙； 既開
了， 就沒有任何人能關上。 我相信在接下

罪， 而接受耶穌成為他的救主。 他把他的
見證寫在《我為什麼成為基督徒》（Why

來的十年間， 將發生歷史上最偉大的復
興。 」12 在 1993 和 1994 兩年中， 青年使

I Became A Christian.）9 這本小冊裡。 在
他成為伊斯蘭領袖、 學者， 而且完成了前

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在穆斯林齋

往麥加朝聖之後， 最終總結出這樣一個結
論： 只有基督的死可以贖他的罪。

向萬國萬邦宣揚主基督
在他的《最後的巨人》（The Last of
the Giants）一 書 中， 喬 治‧ 奧 提 斯
（George Otis）指出， 正如約書亞和他的
軍隊在進入應許之地前， 要面臨身材魁梧
的巨人一樣， 我們今天也同樣面臨著攔阻
福音遍傳世界的強大勢力。 他說， 這些攔
阻我們的巨人當中， 最強大的就是伊斯蘭
教。 10 溫約翰（John Wimber）聲明說， 耶
穌基督已經在這場福音遍傳世界的爭戰中
得勝了， 但是我們憑藉著祂的能力， 需要
做最後的清理工作並且打贏餘下的戰役。
我們如此行不是憑著我們自己的力量， 乃
是憑著禱告， 祈求主的大軍之統帥的力
量， 就像當年的約書亞那樣（約書亞記五
15-18）。
我們該為現在世界各地禱告的復興歡
欣 鼓 舞。 禱 告 音 樂 會 運 動（Concerts of
Prayer Movement）正在每一個大洲上贏得
了許多忠心的代禱群體。 2000 年禱告網絡
（AD 2000 Prayer Track）活動的協調員彼
得‧ 魏格納博士（Dr. C. Peter Wagner）寫
道： 「我們越來越清楚看到， 福音遍傳世

戒月期間為穆斯林作特別的禁食禱告。 他
們計劃每年都繼續這一做法。 另外， 1993
年 10 月被特別用來為 10/40 之窗的六十多
個國家禱告
， 其中三分之二是伊斯蘭國家
。
聖父應許聖子： 「你求我， 我就將列
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
（詩篇二 8）我們也可以為穆斯林人民要
這個應許。 正如我們的主所說： 「向來你
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 如今你們求就必
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翰
福音十六 24）全世界的覺醒將透過被喬納
森‧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稱為
「在驚人的為宗教和基督在地上國度的發
展之復興的禱告中， 神的子民將實現明確
的和好與可見的聯合」。 13 這樣一來， 所
有未得之民包括穆斯林也將聽到福音。 因
而， 就如同聖經所應許： 「認識耶和華榮
耀的知識， 要充滿遍地， 好像水充滿洋海
一般。 」（哈巴谷書二 14）
章節附註
1. Patrick Johnstone, Operation World, 5th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p. 72.
2. J. Edwin Orr, The Eager Feet, Evangelical
Awakenings, 1792 and 1830; The Fervent
Prayer, Evangelical Awakenings, 1858-; The
Flaming Tongue, Evangelical Awakenings,
1900- (Chicago: Moody Press, 1975, 1974,
1973).本處引自 The Fervent Prayer, 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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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Writings of Joseph
Smith, sect. 2, vv. 29-54.
8. J. Isamu Yamamoto, The Puppet Master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7), p. 16.
9. Sultan Mohammed Paul, Why I Became A
Christian (Bombay, India: Gospel Book House, n.d.).
10. George Otis Jr., The Last of the Giants (Tarrytown, N.Y.: Chosen Books, Fleming Revell,
1991).
11. Bush.
12. Bush.
13. Jonathan Edwards, A Humble Attempt to Promote Explicit Agreement and Visible Union of
God’s People in Extraordinary Prayer for the
Revival of Relig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s Kingdom on Earth (New York, 1844).

禱告與敬拜：我們回應伊斯蘭教的工具
約翰‧ 海恩斯（John Haines）
在所有發現對我們的穆斯林鄰居見
證信仰的有效工具中， 有一個是最
基本的。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與穆斯林朋

在那些祂親自放在我們路上之人的工作。
而我們的工作是藉著神的聖靈賜給我們的

友作見證的人也都會同意我的這個再發

技巧所做成的。 但是神也設計這個建造過
程中使用的單一工具。 這些就是在聖經中

現。 這個最需要的工具就是禱告。
試想， 我們正用粗木料做一樣東西。

所列出的傳福音的基本原則。
在禱告中， 我們不但能發現主導計

你會根據一個事先設想好的計劃或設計圖

劃， 也能發現方法。 所有其他工具的使
用， 都依靠在我們對這一基本器具的有效

著手， 因為你想要進入設計者的頭腦， 瞭
解他的想法。 在我們的這個情況下， 那位
設計者就是我們的天父。 神指導我們完成

使用上。 沒有禱告， 我們的開始只稱得上
是半心半意， 而非全心全意。

約翰‧ 海恩斯， 與他的妻子瑪姬（Margy）一起向穆斯林信徒傳揚福音長達卅二年多。 他們於 1970 年開始在北非
參與阿拉伯世界事工（Arab World Ministries）的服事。 從那時起， 他們一直服事居住在法國的穆斯林移民。
改編自 John Haines, Good News for Muslims (Upper Darby, Pa.： Middle East Resources, 1998), pp.17-25。 蒙允使用。
www.aw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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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敬拜的概念
在禱告的最中心處， 我們能夠找到符
合聖經的有關敬拜的教義。 我們在偉大神
聖的父神面前俯伏。 我們代表我們的穆斯
林朋友來到神的面前。 而且只有在這時
候， 我們才開口。 然而， 因為在伊斯蘭教
和基督教中敬拜的不同概念， 我們的溝通

幾乎立即處於風險之中。
穆斯林信條（即清真言）是任何穆斯
林所相信的基礎。 它聲明了： 「我作證，
萬物非主， 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安拉使
者。 」於此， 也正如在古蘭經中隨處可見
的， 真主的名字與穆罕默德的名字總是相
提並列。 在伊斯蘭教裡， 沒有其他任何一

樂園與地獄
古蘭經要求人們都要相信真主。 真主將要審判， 而且他應許樂園或地獄的結局。 公義
和順服帶領人們走上天堂樂園之路。
信道而行善者， 我必不使他們的善行徒勞無酬， 這等人得享受常住的樂園， 他們
下臨諸河， 他們在樂園裡， 佩金質的手鐲， 穿綾羅錦緞的綠袍， 靠在床上。 那報酬，
真優美！那歸宿， 真美好！（古蘭經十八 30-31）
樂園是一個提供身體感官享受的地方， 而地獄則是火和折磨的所在。
惟真主的虔誠的眾僕， 將享受一種可知的給養——各種水果， 同時他們是受優
待的； 他們在恩澤的樂園中， 他們坐在床上， 彼此相對； 有人以杯子在他們之間挨次
傳遞， 杯中滿盛醴泉， 顏色潔白， 飲者無不稱為美味； 醴泉中無麻醉物， 他們也不因
它而酩酊； 他們將有不視非禮的、 美目的伴侶， 她們彷彿被珍藏的鴕卵樣。 （古蘭經
卅七 40-49）
永居樂園者， 難道與那永居火獄， 常飲沸水， 腸寸寸斷的人是一樣的嗎？（古蘭
經四七 15）
我確已為不信道者預備許多鐵鏈、 鐵圈和火獄。 （古蘭經七六 4）
在古蘭經中， 人臨死前是沒有悔改的機會的。
終身作惡， 臨死才說： 「現在我確已悔罪」的人， 不蒙赦宥； 臨死還不信道的
人， 也不蒙赦宥。 這等人， 我已為他們預備了痛苦的刑罰。 （古蘭經四 18）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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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們被引向那位坐在寶座
上的永生神， 在祂的面前獻上敬
拜。 這一幕在第五章突然轉換。 現
在， 羔羊耶穌在舞臺的正中央。 祂
也 同 樣 接 受 敬 拜（啟 示 錄 五
12-14）。 人 類 所 有 的 能 力 和 成
就， 都要如同馬利亞的香膏一般，
傾倒在耶穌的腳前。 在希臘文中，
整個句子按照語序流淌而出時，
「配得的」（axion）這個詞句忽
然出現。 耶穌是配得的。 為什麼？
「因為你曾被殺」（五 9）。 沒有
© Caleb Project

其他任何先知敢這麼說。 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配得如 12 節所描述的七

「我就是生命的糧」（約翰福音六 35）

重禮物「權柄、 豐富、 智慧、 能
力、 尊貴、 榮耀和頌讚！」隨著我
們在敬拜中不斷地成長， 我們每天
把這樣的禮物放在祂的腳前， 我們

位先知有此等殊榮。 不過， 我們的朋友卻
聲稱相信真主所有先知的平等性。 在古蘭

穿戴服事的全副屬靈軍裝。 我們的心在敬
拜中聚焦於基督， 然後進入禱告的行動中。

經中， 常常可以看到穆罕默德的名字與真
主的名字的聯繫。 1 在普世的伊斯蘭的實

在這個禱告中，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出基督並不在我們那些穆斯林

際運作中， 該信條的應用會把穆斯林帶到
一個危險的岔路， 也就是指向另一個神與

鄰居的眼光的中央。 只要穆斯林信徒們把
基督放在他們敬拜的中心， 基督就會成為

獨一真神的混淆。

那個活潑的屬靈焦點。 這是因為唯有主耶
穌， 神的羔羊， 才配得如此的榮耀。 我們
身為祂的見證人， 在敬拜和代禱中來到神

聖經中敬拜的概念
這樣的話， 我們需要嚴肅地思考有關
敬拜的本質。 我們對敬拜的瞭解有哪些隱
含之意？或者我們那些穆斯林鄰居們的敬

的面前。 然後神的靈就會破開我們這些朋
友心中的硬土。

拜習慣中包含著哪些意義？神從歷史之

敬拜和禱告：我們的保護

初， 就希望我們單要敬拜祂和祂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 約翰是最瞭解基督的神性之偉

一個夏天， 一個青年團隊聚集在一起
為接觸一個大城市裡的許多穆斯林信徒作

大使徒。 在他寫作的極致
啟示錄中，
非常清楚地展示出耶穌的神性。 在啟示錄

準備。 每天早晨， 我們透過一段時間的查
經和禱告， 穿戴上我們的屬靈全副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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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開始體認到我們正落入一個墨守
陳規的老套中。 我們的查經時間總是占滿

沒有被正確地使用。 或許我們對待另一個
人的態度， 並沒有榮耀神。 神很有可能在

或超出預定的時間。 逐漸的， 敬拜和代禱
的時間就被擠掉了。

我們與一位穆斯林朋友的往來中， 給我們
新的智慧。

不過「要不住地禱告」， 這是以弗所
書六章 10 至 18 節中所提到的最後武器。

敬拜開啟了屬靈之門。 重新學習敬拜
耶穌， 這位神子。 那樣的敬拜將不可避免

我們看看大使命本身。 在馬太福音裡， 大
使命是緊接在一段即時的， 由聖靈引導的
敬拜之後（馬太福音廿八 17）。 我們怎能

地接觸到那些神安排在你門前的穆斯林信

忽略這點呢？然而， 我們卻忽略了， 而且
還繼續忽略著。 在我們的生命中重建已經

義， 我要強調三方面。 這教義與我個人的
友誼佈道事工是息息相關的。

倒塌的禱告之牆， 是非常必要的。
我和我妻子在法國格勒諾布爾（Gre-

爭戰的禱告

noble）的八年中， 我是我們所在教會的長
老中， 唯一的一位外國人。 許多時候， 當
我們來到每週一晚上的禱告會時， 心裡都
存著一些日常瑣事的重擔。 我們有時候會
注意到觀點上的不同， 不過從來都沒有任
何公開的長久的分歧。 基本的原因就在於
在敬拜中， 聖靈把我們吸引至基督那裡，
也讓我們彼此更加地貼近。 我們愛慕基督
的時間， 常常把我們融在一起。

敬拜，基督為中心的保障
我們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宣教
團隊， 特別允許有充裕的敬拜時間。 如
此， 我們就可以保障基督在我們生命和見
證中的中心性。 使徒約翰告訴我們， 羔羊
是配得的。 使徒約翰透過七重細節， 具體

徒們。
現在， 關於禱告這個廣大的聖經教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你剛剛抵達
禱告的地點， 準備好要開始一段與神交通
的時間。 突然間， 你想起一件小事得做
完。 或者一個絮絮叨叨的聲音在裡面不斷
地告訴你， 該草草記下什麼事， 免得忘
記。 在你還未意識到的時候， 你的思緒已
經開始遊蕩了。 忽然， 你意識到自己已經
漫無目的的順著思緒的長廊遊走了一陣。
我們每天都經歷著這樣的事。 為什麼呢？
答案在以弗所書六章。 保羅描述道，
在我們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之間的一
場大戰（12 節）。 我們在這場爭戰中的勝
利， 與我們是否拿起供應給我們的全副軍
裝有直接關係。 它還要求我們「隨時多方
禱告祈求」（18 節）。 當你開始為人代禱
時， 你所受到的牽制是敵人蓄意的攻擊。
禱告包含了爭戰！在抵擋撒但在你的

解釋了這句話的含義： 「曾被殺的羔羊是
配得權柄、 豐富、 智慧、 能力、 尊貴、 榮

穆斯林朋友心中所設下之堅固營壘的過程

耀、 頌讚的。 」（啟示錄五 12）
我們在敬拜中， 在天父面前等候時，

中， 是多麼容易鬆懈下來啊！有許多好的
活動， 會與禱告這個基本的活動爭競。 主

我們就會被常常引領到行動中去。 例如，
我們可能會受到這樣的提醒： 我們的財富

耶穌基督必須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訓練成祂
在每日持續的爭戰中的「精兵」。 因而我

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們就能像保羅一樣， 可以說： 「我願意你
們知道， 我為了你們……是有多麼艱難的
奮鬥。 」（歌羅西書二 1； 韋茅斯博士
〔Dr. Weymouth〕譯文）

禱告的職事
難道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不渴望為
主所用嗎？然而我們在祈求當中， 不斷懷
疑我們是否真的重要。 你真的覺得在神的

555

但禱告絕不是浪費時間或徒勞無功。

禱告的獎賞
我們經常認為， 花時間在禱告上沒有
什麼回報。 而且還有許多的事要求我們花
費時間。 不過每當我們奉神的名來到祂面
前時， 我們君尊的大祭司往往會給我們美
好的獎賞。 這些獎賞中很重要的一個， 就
是當我們看到神應允我們的祈求時， 那種

寶座前所花費的時間， 是一項事工嗎？
你可能還記得保羅的一位不太為人所

純粹的喜悅。 1964 年， 就在我和妻子第一
次前往斯里蘭卡的前幾天， 我們正一起閱

知的朋友以巴弗。 保羅說以巴弗常為歌羅
西教會「竭力的祈求」並「多多的勞苦」

讀《每日亮光》（Daily Light）這本靈修

（歌羅西書四 12-13）。 他對這個小亞細
亞正在衰敗中的小鎮裡的信徒們有特別的
負擔， 所以他滿懷熱情地為他們禱告。 當
時保羅在哪裡呢？在舒適的辦公室裡？
不， 他和以巴弗當時是羅馬監牢裡的囚
犯。 他們因為自己陷於極度的困境， 而停
止對歌羅西教會的服事了嗎？沒有。 事實
上， 神的這些僕人們正是從他們的牢房
裡， 進行著一項非常真實並重要的工作：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 願你們在
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心知道神的旨
意。 」（歌羅西書一 9）保羅和以巴弗藉
著禱告， 忠心地履行著一份穩固持久的事
工， 並且看到了神偉大作為的成就。

書籍（四月十六日當天）。 我們看到了在
舊約中所記載的三次壯觀的禱告蒙應允的
實例。 現在， 讓我們一起來思索雅比斯、
所羅門和亞薩。
雅比斯祈求了， 神就保護他免遭仇敵
逼迫， 擴張他在應許之地的境界； 所羅門
祈求了， 神即賜給他無人能及的智慧； 亞
薩祈求了， 神就替他擊打埃塞俄比亞的大
軍。 神對禱告的回應是多麼奇妙啊！我們
的禱告好多時候， 看起來是那麼的軟弱而
又毫無信心， 然而我們總是驚喜地發現，
神不斷地允許我們看到祂信實地對我們的
禱告一一作出回應。 或許在那些時刻裡，
神正笑著因我們低估自己也低估了祂。
若沒有因著敬拜和禱告所帶來的屬天

威廉‧ 克理（William Carey）有次曾
把他在印度的禾場， 比喻作一座待採的屬

看法， 沒有任何傳福音的方法可以對抗伊
斯蘭教的堅固營壘， 特別是對我們那些穆

靈金礦。 不過他很快又加上一句： 「你們
在家裡， 可一定要緊握繩子。 」你向一位
穆斯林朋友所作的見證， 就好比是在開採

斯林鄰居們生命中的屬靈爭戰而言。 如果
一個人的生命中未留出合適的位置給基

金礦或是在尋找遺失的寶藏， 但是一定要
以禱告作開始。 禱告是一項真正的事工，
雖然它對你周圍的人來說似乎是無形的，

督， 那麼這個人的內心最深處將會出現一
個真空； 如此， 就必然會有一些其他的人
或事出現， 來填滿這個真空。
因此， 第一個基本的工具， 便是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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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最偉大的設計者的心意。 我們可以透
過禱告來發現天父的心意， 並讓我們重新
進入為他人代禱的事工。 記住， 神給你的
這份禱告的事工， 是真正的事工； 這份事
工和你站起身來， 與你的穆斯林朋友交談
的那份事工一樣真實。

第十二課的重點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章節附註
1. 舉例而言， 在古蘭經第九章經常看到「真主
和他的先知」（Allah wa rasulihi）這樣的表
達方式， 而這位先知即是指穆罕默德。

贏得穆斯林的代價是什麼？
派翠克‧ 凱特（Patrick O. Cate）
大約一個世紀多之前（1890 年），
撒 母 耳 ‧ 茨 維 莫（Samuel
Zwemer）開始了他在中東的穆斯林工作。
當時全世界大約有三億穆斯林信徒。 他為
著穆斯林福音的廣傳工作， 辛勤勞苦了五
十多年， 滿心期待看到伊斯蘭教的瓦解，
但是並沒有看到。 波斯灣戰爭後， 也有一
些人預測說伊斯蘭教會突然崩塌。 然而，
這樣的崩塌也沒有發生， 反倒是穆斯林信
徒增加到現今的近十億， 而且他們的宗教
繼續不斷地興旺發展。

修正我們的重點
穆斯林還沒有來到基督面前的基本原
因之一， 就是他們還未聽聞過基督； 他們
還未聽聞過基督的基本原因之一， 是還沒
有宣教士去到他們那裡宣講基督； 而還沒
有福音工人去過他們那裡宣講基督的基本
原因之一， 是教會還沒有懇切地祈求主預
備收割的工人前往穆斯林的禾場。 我們每
日的禱告清單裡， 是否包括著世界上每五
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穆斯林信徒？

經過這些失望之後， 最終到底要付出
何等的代價， 才能贏得穆斯林信徒們？更

當然， 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向
穆斯林傳揚福音的種種障礙， 特別是政治
因素， 如無法取得去穆斯林國家工作的簽

多恆切的禱告！當然， 但還要有更多合適
的宣教士、 新的行動， 和各教會與宣教團

證。 但在人口中， 穆斯林所占比例不超過
半數的另一些國家， 取得並保持簽證卻是

體之間， 共同為穆斯林福音事工委身。

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你可以把你百分之百

凱特博士是恩光使團（Christar）的主席， 該會的前身是國際傳道會（International Missions, Inc. 簡稱 IMI）。 恩光
使團已在二十個國家的穆斯林人群中， 服事了七十多年。 www.christar.org
改編自 Patrick O. Cate, “What Will It Take To Win Muslim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28, no. 3 (July 1992), pp.
230-34. Used by permission。 蒙允使用。 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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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用在與穆斯林信徒們的工作上。
你不一定非得找一份限制你傳福音的， 類

工人是存在的。 在我訪問各教會和學校的
過程中遇見一些人， 他們相信神的準則是

似帶職宣教的工作。 有時候這些穆斯林少
數民族， 比在他們本國時更願意接受基

信實的， 而不是既定結果。 招募宣教士需
要問的是： 什麼才能使工人們擁有贏得穆
斯林時， 所需要的長期委身精神？該如何

督， 所以我們應該有智慧地思考如何接觸
離開本國， 或已經移民的穆斯林信徒。
各宣教差派機構也需要思考， 在穆斯
林信徒占人口大多數以上的國家開展新的
宣教事工。 有些機構已經在這樣的國家裡
開展工作了， 但是並沒有接觸穆斯林信

使工人們有這樣的態度， 即如果真的是出
自神的呼召， 那麼即使捨身在福音禾場
上， 也在所不惜？
贏得穆斯林的關鍵之一， 是人與人之

徒。 他們接觸名義上的基督徒， 或其他少
數民族， 即那些「容易的群體」。 若不敲

間的關係。 開展一段友誼， 以及不斷地探
訪， 需要時間； 另一方面， 我們還得小心
避免只發展友誼， 而不分享基督。

一敲、 搖一搖， 甚至踢幾下， 有些門我們
就永遠也找不到。 我們得開推這些門， 好
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 推了好

能的人， 只打算奉獻三年五載的時間。 有
時候令人傷心的是， 和使用他們的技能使

多年之後， 這些門才會打開。
我們有一些工人在穆斯林信徒中間工

福音滲透至那裡的文化和國家比起來， 他
們更盡心於事業發展。 有時候他們對事業

作了廿三年後， 離開了那些國家。 在他們
的頭十五年裡， 他們未能看見任何一個人

所帶來的安全感和職業發展的欲望， 會使
他們在作見證的過程中膽怯。 帶職工人需

信主。 但是他們並未就此放棄， 因他們乃
是蒙神的呼召， 作忠心的工人。 在他們的

要在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 在聖經和神學
基礎上， 以及在職業道德上受到訓練。

第十五年和第廿三年間， 數以百計的穆斯
林信徒決志信主； 今天， 因著他們的事

面臨其他挑戰

工， 在那個到處有需要的穆斯林國家， 多
達四千五百人正在學習聖經函授課程。 一

我們得讓禱告活躍起來， 不僅僅為使
穆斯林信徒們相信基督和呼求神興起更多

個由轉而信仰基督的穆斯林信徒組成的，
由當地人領導的教會已經被建立起來。 他

的工人， 還要為宗教自由和人權獻上禱
告
，
。 宣教差派機構和教會可以主辦幾天的

們當年如果提早放棄， 會如何呢？要看到
收割， 就需要禱告、 推開門， 堅持把信心

為穆斯林世界的禱告活動或禁食活動。
在 穆 斯 林 世 界 裡 的 挑 戰 之 一 是：
「好」的敵人， 常常是「最好」。 花費時

交在神的手裡。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一些有帶職宣教技

招募長期委身者

間在一些好的事情上是很容易的， 這無論
在何處都是一樣的。 當然， 這似乎在穆斯

著重穆斯林地土的宣教差派機構， 需
要思考清楚如何招募到新一代的宣教士，

林世界中顯得更為集中。 我們可以把自己
交給每日機械化的生活當中， 不論是工

前往那些不會馬上看到果效的國家。 這些

作、 團隊責任和文書事工上； 而且真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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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來， 或者在最初的幾年中， 並未花費多
少時間學習當地的語言， 或後來對穆斯林

期花費多少小時與穆斯林信徒們一起？

的事工上。
我們需要彼此負責。 在語言使用能力

與穆斯林信徒分享基督的品質又是如何？

的自我檢驗清單上， 我們已經達到什麼程
度？在第一年中， 我們每一星期花費多少
小時在學習語言上？在那之後， 我們每星

我們之間相互關係的品質如何？我們

瞭解穆斯林的想法
還有另一個陷阱， 是我們必須小心躲
避的： 總是不停地學習伊斯蘭教， 卻從來

鼓勵穆斯林朋友信靠耶穌基督
我們想要我們的穆斯林朋友信靠耶穌基督， 而且我們知道唯有神才能影響他們的這個
決定， 但是我們在這其中該發揮什麼作用呢？我們鼓勵、 禱告、 回應問題， 以溫柔的心勸
誡鼓勵他們決志， 但是最終我們要倚靠耶穌基督， 把我們的這些朋友交託在祂的手裡。 我
們在基督裡的信心和祂的王權將讓我們得自由， 從而成為積極助益而又耐心的朋友。
• 禱告！神可以扭轉人心。
• 分享神是如何改變你的。
• 與他們一起為他們的需要禱告。
• 鼓勵他們與你一起為他們的需要禱告。
• 留心傾聽他們的問題。
• 祈求神給你明智的答案。
• 鼓勵他們讀聖經。
• 祈求神使他們能明白祂的話語。
• 耐心地宣揚神滿有憐憫和恩典的應許。
• 祈求神能夠讓他們接受從基督而來的新生命。
有很多次， 我們對詢問朋友們是否願意相信耶穌而感到憂慮。 我們害怕他們會拒絕耶
穌， 也拒絕我們的友誼， 所以我們不斷地推遲邀請他們信主， 心想： 「下一次吧。 」結果
是我們介紹基督、 分享福音、 作見證， 卻忽略了把福音這份禮物送出去， 並邀請他們接
受。 不管我們感到何等的唐突和恐懼， 我們這些已經經歷了在基督裡的平安的人可以邀請
他人相信： 信任聖靈的鼓勵， 大膽地問： 「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的救主和生命
的主嗎？」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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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向穆斯林傳福音。 真的可以說伊斯蘭
教是被研究得最為深入， 卻又聽聞福音最

貴的幫助。 這意味著不僅僅瞭解古典伊斯
蘭 教， 還 要 瞭 解 萬 物 有 靈 論（Ani-

少的宗教。 理解伊斯蘭教方面的書籍， 為
數相當可觀。 有許多講論過的和寫下來幫

mism）， 因為每位穆斯林信徒在某種程度
上而言， 都相信萬物有靈。 萬物有靈論深

助我們理解穆斯林精神的資料， 但是我們
必須謹慎留意， 否則我們就只是成為把我

深影響了伊斯蘭教的整個本質。
隨著對伊斯蘭教的瞭解越來越深刻，

們的學問和大使命完全切割開來的學者。
另一方面， 在奔赴宣教之前和休假期間，

我們意識到它是非常多元化的， 帶有不同
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色彩。 例如， 許多穆斯

人們需要加強聖經、 神學和服事方面的技
巧， 有些時候甚至是屬世的技巧。 麥可‧

林信徒是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

約 瑟 夫（Michael Youssef）在 他 的《美

很可惜的是， 更多的穆斯林對福音沒
有反應的原因之一， 是一些宣教士並沒有

國、 石油， 和伊斯蘭精神》（America, Oil,
and the Islamic Mind）1 一書中說道： 「危
機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鴻溝」。 如果
我們讓自己更加瞭解穆斯林的精神， 在如

教法（Shari’a law）的。

瞭解穆斯林的精神。 他們可能讀過一兩本
書， 參加過伊斯蘭教的相關課程， 但那是
不夠的。

何與穆斯林分享基督方面， 我們會得到寶

忠信的見證
在前往巴基斯坦的路途中， 「殉道者之聲」（Voice of the Martyrs director）的主任湯
姆‧ 懷特（Tom White）遇見一位老先生。 這位老先生輕聲地、 幾乎以道歉的口吻分享他
的見證：
每天早晨， 我坐上我們城市裡的公共汽車。 公車一啟動， 我就順車內的走道，
邊走邊分發福音單張。 這些單張有簡單的關於耶穌、 我們的救主是誰、 祂從哪裡來的
信息。 乘客們沒有其他的事可做， 好多人就開始閱讀那些單張。 有時候， 穆斯林男人
們會打我一頓。 不過通常到那時候， 我已經發完傳單， 靠近車後門附近。 他們會幫我
個大忙， 把我給扔出門外。 可能會流血， 但我總帶手帕。 然後再上另一輛公共汽
車， 重新開始。
受逼迫的教會中勇敢的成員們， 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與他人分享信仰的基督徒們， 不需
要述說福音。 他們選擇見證福音。
摘自： www.cmmequ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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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派最優秀的宣教士
一個曾花費他畢生的精力和時
間致力於穆斯林福音事工， 帶領二
百多位宣教士在穆斯林中間工作的
工人， 曾做過一項有趣的觀察。 他
說雖然在人數上， 我們有遠遠多於

遠超過我們。 今天， 他說， 我們再
沒有像坦普爾‧ 蓋爾德納（Temple

© Caleb Project

茨維莫或其他先鋒時代的宣教士，
但那個時代的人們在素質上， 卻遠
「我站在門外叩門……」 （啟示錄三 20）

Gairdner， 1873-1928， 英 國 聖 公
會差會， 開羅）或茨維莫那樣的人
了。 他們將他們敏銳的頭腦， 和對穆斯林
人民的愛以及對神的熱忱作了結合。
這個人也建議道， 我們通常忽視一些
最優秀候選人的資源所在， 我們應該到哈
佛、 耶魯、 普林斯頓、 芝加哥大學和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去招募人才。 一些人覺
得我們該多去神學院招募， 因為我們不但
需要敏銳的頭腦， 還需要一些可以解決神
學議題的人。 然而， 這些神學議題會使得
十億穆斯林信徒遠離基督。 有些神學院的
學生擁有屬世的學位和職業背景， 我們得
鼓勵這些人尋求在穆斯林國家裡的各種機
會。

管理失望的情緒
那麼， 在贏得穆斯林的過程中的屬靈
爭戰呢？令人驚奇的是， 許多福音工人發
現很大比率歸信基督的穆斯林信徒們， 都
作過這樣的夢； 在夢中， 基督向他們顯現
並告訴他們說： 「我就是道路」， 或「來
跟從我」。 這帶領他們去找尋一位基督徒
或一本聖經， 好更瞭解關於耶穌的事並信

靠耶穌。
然而， 我們應該小心避免存著到了穆
斯林地區， 就期待神蹟處處發生的想法。
要為我們所看見的和所聽到的神蹟而感謝
神； 有些工人卻會垂頭喪氣地離開福音的
禾場， 因為在那裡服事了四、 五年以後，
他們還是沒有見到任何的神蹟， 未能讓死
人復活， 也未能看見任何人得醫治。 究其
原因， 他們認為自己與神的個人關係不夠
親密， 沒有合適的恩賜， 或者不是神的呼
召， 因此他們選擇放棄。
面向穆斯林的宣教士一定要相信： 福
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一 16）！他們的信心一定不能建立在他們
自己行異能和醫治的大能上。 被聖靈充
滿， 不等於能施行神蹟奇事。 基督被釘在
十字架上， 就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一
22-24）。

復興歷史悠久的教會？
在大部分的穆斯林地區都有許多歷史
悠久的教會， 並不是由歸信基督的穆斯林
信徒所組成， 而是由羅馬天主教、 希臘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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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 亞美尼亞教會、 亞述人和科普特教
徒組成， 其中一些有印度教背景。 人們爭

通工具。 我住在穆斯林世界裡一個中產階
級（靠近底層）的居民區， 在我家附近的

論，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 前往穆斯林世
界向穆斯林信徒宣講福音的宣教士中， 多

兩個街區內有三間影視店。 大部分的穆斯
林不太識字， 但他們一看電影和電視就是

數人花費幾乎所有時間與來自這些有悠久

好幾個小時。 一個基督教電視網有衛星發
送信號， 可以穿過穆斯林的高牆， 使許多

歷史的教會的人分享福音， 並進行門徒培
訓。 與穆斯林相較之下， 這些人更容易接
近， 也有更多的回應； 但是危險的是， 我
們竭盡全力以復興這些教會， 卻忽視了穆

穆斯林信徒接收到， 只要他們取得衛星接
收器。
與其他傳媒工具比起來， 電影〈耶穌
傳〉可能是近年來被神使用， 帶領穆斯林

斯林。
另一方面， 在一些當地教會中， 有一
小群人為穆斯林福音事工而努力工作。 從

信主最多的一部影片。 該部影片已被翻譯
成各種主要的穆斯林語言。

他們身上， 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我們應該
傾聽他們、 與他們同工， 並邀請他們參加
我們的每週宣教聚會， 或於月會和年會上

然而， 如果宣教機構和教會不考慮其
在接觸穆斯林過程中的作用， 則受過更好
培訓的工人和最先進的技術將毫無用武之

演講。 我們不能總是帶著「假裝博學多聞
的人」之態度， 我們得成為學生。

地。 各機構和教會需要審視他們的經費預
算和人力分配， 自問其中用於幫助世界上

舉例而言， 我認識一位當地教會的長
老， 他曾為兩百多名歸信基督的穆斯林信
徒施浸。 我們可以從他那裡學到很多。 一

這十億失喪的穆斯林靈魂的， 占百分之
幾； 他們的禱告中， 有百分之幾是致力於

個值得一試的目標， 是在當地的教會中找
出至少一位有聲望的人。 在宣教士培訓我
們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同時， 讓那個人
教導我們關於文化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並
祈求那個人也能夠同時看到這個異象。

使用傳媒滲透
我們需要不斷地摸索在穆斯林世界和
不同特定的國家裡， 哪種傳媒是最好的溝

求神開啟緊閉的穆斯林心靈和大門？或是
祈求神差派新的工人？如果我們想看到穆
斯林信徒被基督贏回， 那麼我們需要認真
地查驗我們的禱告、 重點和準備。
章節附註
1. Michael Youssef, America, Oil, and the
Islamic Mind: The Real Crisis Is the Gulf Between Our Ways of Think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1)， 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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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阿拉伯國家穆斯林的伊比利亞美洲人
斯蒂夫‧ 道尼（Steven Downey）
「在北非， 要是你接到一通電話，
要你到警察局報到， 就開始打包準

件之後， 這些伊比利亞美洲人服事的最突
出地區， 在穆斯林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國

備走人吧。 如果你運氣好， 他們會命令你
廿四小時之內離開國境； 如果你運氣不
好， 他們就把你關進監獄。 」

家。 有些也在諸如印度， 其伊斯蘭教並非
主要宗教的國家服事穆斯林族群。

國際福音協傳會（Partners Internation-

為阿拉伯穆斯林事工量身定做

a）拉丁美洲宣教機構的領導人馬克思‧ 阿
馬杜（Marcos Amado）牧師， 正述說著卡

伊比利亞美洲人與穆斯林的相似性，
至少在表面上是很自然的。 伊比利亞美洲

洛斯（Carlos）的故事。 卡洛斯是國際福
音協傳會的一位福音工人， 他在北非創辦

人的種族性質比起北美洲人和歐洲人， 要
與阿拉伯人更相近； 文化上也是一樣， 他
們對時間、 家庭和群體的關念（與個人主

了一個由身心障礙者所組成的棒球隊。
「所以， 我當時估計我在這裡的時候
已經走到盡頭了。 」卡洛斯不得不向首都
警察局局長報告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 局
長問他是不是在那裡工作？卡洛斯回答說
是。 局長問他是不是在幫助一些身心障礙
者？是。 局長說： 「我把你叫到這裡來，
是因為我女兒也獲得這個專案的幫助。 我
要向你表示感謝。 」
卡洛斯簡直不敢相信。 他在申請居留
證的過程中一直都有很多麻煩。 第二天，
一名員警來到他家， 給他送來了居留證。
卡洛斯是六千五百名伊比利亞美洲人
中的一員。 這些伊比利亞美洲人包括拉丁
美洲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和北美洲說
西班牙語的人。 他們在從阿爾巴尼亞到辛
巴威的一百多個國家服事。 但美國 911 事

義相比）， 以及精神高於物質的看法都非
常相近。
「我們不能說拉丁美洲和約旦或突尼
斯一樣， 但是從大體上看， 拉丁人要比西
方人更接近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 」阿馬
杜說。
胡果‧ 莫拉雷斯（Hugo Morales）是
伊比利亞美洲福音團契（Cooperacion Misionera Iberoamericana
， 簡稱 COMIBAM）
的合作培訓協調員。 該團契旨在動員伊比
利亞美洲人起來行動， 加入福音事工， 他
們相信這樣做有歷史、 殖民地和經濟的因
素。 在主後 711 年， 北非的穆斯林發起一
次橫跨直布羅陀海峽的侵略， 佔領大部分
的伊比利亞半島長達七個世紀之久。 半島
的殖民地紐帶一直延伸至拉丁美洲。 拉美

道尼是位於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市（Spokane）之國際福音協傳會（Partners International）的副總裁， 負責傳播與
行銷。 www.partnersintl.org
改編自 Steven Downey, “Ibero-Americans Reaching Arab Muslims,” Lausanne World Pulse 38, no. 5 (March 2003), pp. 1,
3,。 蒙允使用。 lausanneworldpul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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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東西。 問我的這些人中， 有幾位
從來就沒有坐過計程車或公共汽
車， 也沒有去過其他的地方。 」
這種集中的訓練是不負苦心人
的。 平均起來， 百分之五十的伊比
利亞美洲宣教士會停留三年以上的
時間； 但國際福音協傳會的宣教士
中， 百分之九十都會停留三年以
© Frontiers

上。 在 1999 年， 阿馬杜為第一所
伊比利亞美洲伊斯蘭研究學院
穩重、 優雅與謙虛， 是穆斯林婦女的特徵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的創辦預備了道

和北非在生活條件上， 不像美國或西歐那
些超級富有的國家， 是非常相近的。 最

路； 該專案聯合了十八個宣教機構， 以共
同培訓說西班牙語的宣教士。

後， 「伊比利亞美洲人不必帶著那些超級
大國， 比如美國人所有的政治包袱。 」莫

伊比利亞美洲宣教的根源

拉雷斯說。
但是莫拉雷斯很快地便指出， 在這些
相同點使融入北非文化相對容易的同時，
伊比利亞美洲人之宣教士所待的時間越
久， 意識到的挑戰也就越多， 和其他任何
宣教士所面臨的一樣多， 如： 學習語言、
瞭解文化意含、 應付敵意、 子女教育……

使拉丁美洲從一片福音禾場變為一個
福音力量的運動， 可以一直追溯到 1987 年
的 拉 丁 美 洲 宣 教 運 動（Cooperación Misionera Iberoamericana， 簡 稱
COMIBAM）。 這次運動至今仍然促進著伊比
利亞美洲教會的全球宣教事工， 其資源現
在大部分來自伊比利亞美洲。 1996 年， 有

等等。
也正是這一部分的認識， 促使國際福

三千九百名來自伊比利亞美洲的宣教士；
至今則有六千五百名。 根據 OC 國際（OC

音協傳會（Partners International； 即 Pueblo

International）的泰德‧ 林匹克（Ted Limpic）所述， 這些人當中有五百名在穆斯林

Musulmanes International〔簡稱 PMI〕）在
美國的事工伙伴發展了跨文化融合培訓。
「我參加過這個培訓， 」阿馬杜說：
「五個月的時間， 你在即將工作的那個國

世界工作， 有九十二名在印度教徒中間工
作， 還有八十七名在佛教國家工作。

家生活， 與當地的穆斯林家庭住在一起，
獨自旅行， 每天學習語言四至五個小時。

任何宣教工作， 因此帶職的事工成了最好
的選擇。 宣教士所從事的工作， 決定了他

培訓是很艱苦的， 但是到最後卻是非常值
得的。 一些宣教士問我究竟是怎麼在那個

們將要接觸什麼樣的人群。 「國際福音協
傳會的一位福音工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國家裡， 用短短的五個月時間就學到這麼

子。 他是一位商務工程師， 為有需要的社

因著大部分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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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設計淨水系統， 」阿馬杜說： 「這樣，
他可以接觸到社會各個層面的人， 主要是

會在拉丁美洲召募工人支持， 阿馬杜承認
這也是一個不斷擴大的挑戰。 「拉丁美洲

那些有需要的， 這也為他提供了分享信仰
的機會。 」

的經濟非常不穩定。 阿根廷正處在艱難的
時期， 巴西的經濟情況也不好。 教會正在

國際福音協傳會認識到， 要在貧窮的
國家傳福音， 你必須全心投入全面的見

付出特別的努力， 但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抵
抗百分之四百五十的通貨膨脹率， 」阿馬

證。 但是阿馬杜也說道： 「我們致力於社
區發展專案， 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專案為我
們提供進入穆斯林國家的機會， 也是因為

杜說。 他最近不得不把他的車子賣掉以維
持支出。

我們相信， 這是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使命。
與此同時， 我們也傳揚基督。 」國際福音
協傳會整體的專案， 諸如社區外展服務中
心、 水井和職業培訓， 都是由國際福音協
傳會和其他機構所資助的。 國際福音協傳

除了經濟和屬靈上的挑戰外， 在伊比
利亞美洲的宣教運動是健康的。 國際福音
協傳會在北非中亞，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地區和印度， 也正有待在巴基斯坦和尼
泊爾開展。
莫拉雷斯指出一個新趨勢： 伊比利亞

熱情好客
早晨， 我散步至棕櫚園時， 常常有帶著微笑的臉龐沿路和我打招呼
在這個貧窮的
北非國家偏遠小鎮的貝都因（Bedouin）女人們的臉龐。 一位婦女靠在她的鋤頭上， 站在
菜園裡和我打招呼。 隨著清晨的涼爽漸漸褪去， 我們談論著天氣。 我們都穿著馬拉法（malahfa）， 其實是長達八碼， 從頭纏到腳的棉布， 根本無法保護我們躲避炎熱。 我很內疚地
意識到這樣留連忘返的和她說話， 迫使她不得不邀請我進入她的帳篷。 我倚在地墊和靠墊
上， 邊聊著， 她邊準備著賜睿克（zrig）， 一種由價格不菲的罐裝奶粉而非優酪乳， 和溫
熱的水還有糖沖調而成， 盛裝在山羊皮的水壺裡的很特別的飲料。
許多穆斯林文化極其看重和善、 好客和慷慨的行為。 拜訪穆斯林家庭是很令人難忘
的： 客人會受到皇族一般的款待， 提供給客人的也是最好的。 與穆斯林們作朋友的人， 都
有可能會受到如此的盛情款待和報答的機會。
女性訪客需要端莊， 同時觀察並模仿房間裡其他婦女的舉止（參本書第二課〈穆斯林
婦女的頭巾〉一文）。 如果我們因為服裝或與男人們的接觸不合宜， 便會被當作不值得信
任的女人， 而不會有人願意與我們交談， 也不會有人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作客。
摘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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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正聽到神呼召他們去印度的呼聲，
特別是到達利特人（Dalits， 福音未得之
民）中間去。 「作為一個飽受貧窮和受到
階級系統壓迫的被忽略的大洲， 我們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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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人在精神和物質的困境中有許多的共
同點， 也因此更容易表達認同與溝通。 伊
比利亞美洲人正覺醒過來， 意識到在世界
艱難地區傳揚福音的事實。 」

戰勝數千年的仇恨
路易士‧ 布希（Luis Bush）
米娜（Mina）生於以色列一個傳統

不想見到他們了。 」主則很清楚地指示
她， 她應該愛每一個人。 「如果你要我愛

的猶太教家庭。 她的父母從來不允
許任何人在家裡提及耶穌的名字； 她從小
也被教導阿拉伯人要傷害猶太人， 所以也

每一個人， 」她回答道： 「那麼， 我禱告
求聖靈的力量來幫助我， 因為我靠著自

不能被信任。
在她二十幾歲的時候， 米娜用一年的

己做不到。 」
一年以後， 主帶領她參加了位於耶路

時間在南非旅行； 至旅行即將結束時， 她
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耶穌基督。 回到海法

撒冷的以色列聖經學院（Israel College of

（Haifa）家中的時候， 她被帶領著加入了
迦密山敬拜中心（Carmel Assembly）， 並
在主裡不斷地成長。
八年後， 她獲得一份挨家挨戶推銷化
妝品的工作， 包括去許多阿拉伯家庭。 令
她驚奇的是， 許多阿拉伯人都非常歡迎
她， 她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 但是和那些
對他們的信仰非常極端的穆斯林， 就不是

the Bible）
。 一天， 當她參觀這座古老的城
市時， 一件很奇妙的事發生了。 她不經意
地聽到一位穆斯林商人和另一個人爭吵，
她就走到他面前詢問他為什麼如此爭吵。
他回答說： 「因為他根本沒打算要買
東西！」她又問了一遍， 這次那位商人在
無言的憤怒中狠狠地瞪著她。 在他眼中，
她看到了正在把她的故鄉撕裂開來的文化

這麼回事了。 相互的不信任和靈界的爭
戰， 常令她感到非常不舒服。 一天， 在禱

和宗教仇恨。 他轉過身拂袖而去， 喊著
說： 「我 們 總 有 一 天 會 報 復 你 們 國 家
的！」米娜內心的以色列人一面恐懼地縮

告時， 她告訴主： 「我恨穆斯林， 我再也

成一團， 但令她十分驚奇的是， 她充滿了

路易士‧ 布希生於阿根廷， 成長於巴西， 和他的妻子桃樂斯（Doris）搬至薩爾瓦多牧養一處當地教會。 路易士在
擔任國際福音協傳會（Partners International）執行總裁後， 協調指導了一次伊比利亞美洲宣教動員活動， 起初稱為
拉丁美洲宣教運動。 接下來， 成為公元二○○○年福音運動（AD2000 & Beyond Movement）的國際事務中心主
任， 現擔任「轉化世界： 印尼 2005」（Transform World： Indonesia 2005）之國際督導。
改編自 AD2000 & Beyond Movement, “One Person’s Journey： Mina’s Story,” Shalom-Salam: The Pursuit of Peace in the
Biblical Heart of the 10/40 Window (Colorado Springs： AD2000 & Beyond Movement, n.d.), p. 10. 蒙允使用。 www.
ad200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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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對那個憤怒商人的憐憫和愛。 追上去
後， 她說： 「我並不恨你。 你為什麼那樣

而米娜的心也從此被神對阿拉伯人， 包括
穆斯林們的愛所充滿。

對我說話呢？你真的傷害了我。 」當那個
商人看到她眼中的善良時， 他的憤怒漸漸

那一次相遇之後， 米娜也看到了解決
困擾她家鄉之問題的辦法
神愛的大

褪去。 「我很抱歉我傷害了你。 我叫易卜
拉欣（Ibrahim）。 」她介紹了她自己， 而

能。 正如米娜所說的： 「使阿拉伯人和猶
太人聯合的唯一方式， 就是透過在主耶穌

且主動提出改天去拜訪他。
就在那一天， 主回答了她對愛的禱

基督裡的信仰。 我們只能祈求神使越來越
多的穆斯林和猶太人能認識祂。 」

告。 他的愛穿透了數代人所累積的仇恨和
懷疑。 易卜拉欣的眼睛被打開， 並透過一
位以色列女子的眼睛， 看到了基督的愛；

第十二課的基礎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穆斯林寡婦趕赴聖會
強森（G. Johnson）
我被邀請去一處小教會講道。 整個聚會進行得很順利， 但是因著車子爆胎， 以致耽擱
了我的到達。 我等著修車的時候， 一位年長的穆斯林寡婦和她兩個已經失去雙親的孫兒很
靦腆地走進了教會。 她來， 是為了尋求耶穌的， 她還告訴我之前的那個星期， 她作了兩個
非比尋常的夢。 在第一個夢裡， 她在其他的穆斯林當中和他們一起祈禱， 有一個男人打開
了古蘭經； 在河的對岸， 她看見基督徒們手握著聖經， 示意她過去聆聽神的話語。 她想要
過河去， 但那些穆斯林告訴她， 說她會被社會和家庭所拋棄。
當她過河走向那些基督徒時， 她回過頭卻看見那本古蘭經一片空白， 隻字無存。 那些
基督徒和她一起分享神的話語， 而當那些穆斯林開始找尋她的時候， 她在基督徒們中已找
到了安全。
在她的第二個夢中， 她剛剛完成白天的最後一遍祈禱就睡著了的時候， 有一個人頭戴
帽子， 手握拐杖（典型的牧羊人）走向她。 這個人要她去到他那裡去， 他好為她禱告。 她
未能領會他所說的所有話語， 但四周都是耀眼的光芒， 而且她感受到了極深的喜樂。 她知
道這位牧羊人一定是耶穌， 那位彌賽亞。
當她與她已故丈夫的兄弟述說她的夢時， 他就把她和孩子們都趕出了家門。 那天早
上， 她恰巧經過教會門口， 就決定該是來到耶穌基督面前的時候了。 她禱告並接受了耶穌
成為她的救主！她仍然不知道該如何靠著自己活下去， 但是她說她得忠於這位來到她夢裡
的人。
摘自： www.s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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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說：「我為什麼選擇耶穌。」
德利． 伍德伯里（J. Dudley Woodbury ）
、 羅素‧ 舒賓 Russell G. Shubin ）
伊斯蘭對世界的影響力似乎正在不
斷增長， 伊斯蘭的形象也越來越常
出現。 在尼日利亞（Nigeria）的九個州，
也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州， 才採納了伊斯
蘭教法（Islamic law）不久。 在世界各地，
我們也可以看到大眾對伊斯蘭教的委身，
其中一個證明就是忠實的公共祈禱。 人們
好像不得不認為他們真的很滿足和忠誠。
然而， 幾乎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都
有穆斯林背景的人歸向基督。 準確的資料
是難以統計的。 在一些地區， 許多轉向基
督的人都可以勇敢地公開承認他們的信
仰。 然而， 在很多其他地方， 基督徒卻非
常低調， 他們必須非常謹慎地選擇透露信
仰。 現在越來越流行的是幾個忠實追隨者
組成的祕密小組， 他們有例行性聚會， 但
有時候卻不公開他們剛找到的新信仰， 甚
至是對他們的家人。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爾撒（Isa， 古蘭經裡對耶穌的稱呼）的跟
隨者則在各種的環境下聚會和敬拜， 他們

至於他們的屬靈方向， 他們找到一本在一
切之上的書， 就是聖經。 一位爪哇的男人
在讀完整本聖經之後， 他對登山寶訓有很
多的回應想法： 「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那
樣， 那麼我要成為基督徒。 」

成長最快的宗教
在數字上， 伊斯蘭教其實比基督教發
展得快。 伊斯蘭教的年增長率是 2.15%，
超越了基督教的 1.45%。 然而， 值得一提
的是， 伊斯蘭教 96%的增長是屬於自然的
成長， 就是在穆斯林家庭中出生的孩子。
伊斯蘭教在世界上那些人口增長快的地區
非常的興盛。 相對來說， 基督教則是較為
分散地增長， 它傳統的基地是在那些人口
增長非常緩慢甚至停滯的地區。 這就是為
什麼從總的趨勢來看， 伊斯蘭教成長快過
基督教的原因。
我們可以來看兩者成長的比較。 根據
2000 年《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World

也採納不同形式的敬拜。 這些沉默的實施
者， 再加上政府普遍傾向於反對任何的宗

Christian Encyclopedia）的數字， 每年有
九十五萬人從其他宗教改信伊斯蘭教。 而

教叛變， 導致非常難以準確知道新的歸信
基督的人數。

基督教每年有兩百七十萬人歸信基督教，
並且據推測他們是從某一其他宗教來效忠

然而， 他們信仰的核心都是一樣的。
不論是一個人接一個人， 還是一個家庭接

基督。
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 那些住在以穆
斯林為主的土地上的人們， 他們是付了很

一個家庭， 都被帶到神及耶穌基督面前。

伍德伯里對穆斯林的愛和對穆斯林信仰的瞭解， 是眾所周知的。 他曾在黎巴嫩、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以及沙烏地
阿拉伯服事。 舒賓是《宣教前線》雜誌（Mission Frontiers）的助理編輯。
改編自 J. Dudley Woodberry and Russell G. Shubin, “Muslims Tell: ‘Why I Chose Jesus,’ ” Mission Frontiers (March
2001), pp. 28-33。 蒙允使用。 www.missionfront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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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代價來信基督。 特別是家庭成員可以
給新信徒極大的壓力。 當我們思考那些信
基督的人常付上的代價時， 很自然的我們
會問一個問題： 到底他們所得到的對耶穌
或基督徒的信心， 是如何激勵他們願意付
上那麼重的代價？聖靈到底如何向他們啟
示有關耶穌是值得不顧一切跟隨的呢？
在 過 去 十 年， 世 界 傳 道 會（World
Mission）的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s School）編制了一個大規模
的問卷， 是由六百位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所合訂的（或是那些熟悉他們的人）。 這

堂及要肯定他們的罪已蒙赦免並已得救的
人。 古蘭經指出救恩是屬於「信道而且行
善者， 是樂園的居民， 他們將永居其中」
（古蘭經二 82）。 然而， 它也提到真主原
諒那些他所願的， 及懲罰那些他所願的
（古蘭經二 284）。 在實踐上， 甚至對那
些最虔誠的穆斯林， 確定的救恩盼望是難
以捉摸的。
一位印尼的婦女在她的伊斯蘭家庭裡
得到的教導說， 通往天堂的路， 就好像一
根頭髮那麼細。 這傳統可以在穆罕默德言

裡的結果是從這些問卷中所抽出的一百二

行錄（Hadith）裡找到。 她被教導說， 就
算是好行為， 也不能保證她可以安全抵達

十位代表樣本。 回應者來自卅九個國家，
超過五十個民族。 它提供了一個很廣闊的

樂園。 要走過這座好像頭髮一般細的橋，
是非常困難及危險的。 對她而言， 一個來

視野， 來幫助人們進入那些從伊斯蘭教轉
向基督之人的思維和內心世界。 在很多個

到基督面前的關鍵因素， 就是領悟到她不
能自救， 只有耶穌的寶血才可以救她。

案中， 這些調查的回應大部分都是宣教士
們也同樣認為的。 但有一些個案， 這些新

一位西非的婦女要肯定地知道她的罪

信徒令人驚訝的發現， 是令人大開眼界及
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很多時候， 他們有非
常敬畏的心， 是得自於聖靈感動人們相信
被釘十字架及從死裡復活的基督。
以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總結報告， 讓
這些歸信者的心聲有機會被聽見。 一個人

已經被赦免及洗淨。 當一位在美國的波斯
流亡者被問及基督是否給她脫離恐懼的自
由時， 她說： 「哦， 是的！我感到比較多
被赦免， 也更有被赦免的確據。 」對這些
和其他的人， 他們在基督裡找到的是永
恆、 安全的避難所。 一位埃及男人就比較
廣泛及明確地提到， 對一位穆斯林而言，
基督教的主要吸引力是救恩的確據。 一位

們認為不應該成為他們被吸引的原因， 恰
恰是他們說不得不被吸引的原因： 多數歸
信的主要因素都是互為關聯的。 人們在他

爪哇的男人則簡單地說道： 「當我接受基
督之後， 我對我生命的終局有了信心。 」

們信主時都會表達許多這些因素。 至終，
在不可抗拒的與基督建立關係的因素面

耶穌

前， 這些因素都只是補充成分。

當基督是所有穆斯林歸信者所剛找到

確定的救恩

的新信仰的清楚核心時， 基督的性情是主
要的因素， 也是最有吸引力的。 簡單來

這一問題是人類的問題。 這個有關人
類永恆歸宿的問題， 常縈繞在那些渴望天

說， 從穆斯林的眼光， 基督的性格通常具
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一位在美國的巴基

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斯坦移民特別被基督在被凌虐時仍拒絕報
復所吸引。 這位男人寫道： 「祂忍受著，
從來沒有報復。 」
雖然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基督並
1

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古蘭經肯定地
接受祂的反對者企圖要殺祂， 以及祂樂意
受死。 所以這波斯人的報告， 他說他在還
沒有被基督教吸引之前就已經被基督吸
引， 這對穆斯林來說並非是異常的事， 基
督在伊斯蘭教裡是被崇敬的。 雖然在許多
的經文中， 它的意思具有爭議性， 但至少
基督被認同是先知（古蘭經十九 30-31）。
一位西非的男人是被基督的謙卑， 及
有關基督並沒有被罪玷污的啟示所吸引。
雖然古蘭經並沒有多次提到基督為毫無瑕
疵的人（古蘭經十九 19）。 而穆罕默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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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不斷地增加時， 他感覺到自己被那些
以前教導他聖經已經腐敗的人所欺騙。
一位北非人發覺到聖經所教導的真理
非常有道理， 它滿足了他的知性。 一位信
基督的埃及人， 就發覺到聖經幫助他看到
神真正的屬性。 他對古蘭經的疑問不斷地
增加， 但至於聖經， 他說： 「是有能力及
令人滿意的。 」同樣的， 一位伊朗人說：
「聖經是講得通的， 它是合理及有邏輯
的， 它與我們有關且不受文化的限制。 」

我曾作過一個夢
對那些不曾接觸過穆斯林背景基督徒
的人， 他們最大的驚訝很可能是夢和異象
在吸引人歸向基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雖

須為他的罪祈求赦免（古蘭經四十 55， 四

然對多數的西方人而言， 夢在他們歸信的
決定上是無關緊要的。 超過四分之一的問

七 19， 四八 2）。 當被問及到底基督教哪

卷調查都相當強調地提到夢和異象是吸引

一些特別的教導吸引他時， 這埃及男人簡
單地說： 「被釘十架的彌賽亞。 」

他們到基督面前， 及支持他們度過困境的
關鍵所在。 「前線差會」（Frontiers）的

聖書：聖經的大能

國際總監里克‧ 羅夫（Rick Love）也發覺
到同樣的模式。 他寫道： 「正如同神使用

摩西五經、 詩篇及福音書（一般的瞭
解就是新約）都是穆斯林所尊崇的聖書。

異象使保羅歸主； 同樣的， 神透過夢和異
象向穆斯林啟示祂自己。 正如神預備哥尼

雖然不熟悉聖經的內容， 但當他們開始閱
讀時， 就會發覺它相當地吸引人。 對一位

流透過異象讓他聽到福音， 神也預備大批
的穆斯林來回應祂的大好消息。 」2
一位來自幾內亞（Guinea）的信徒經

黎巴嫩的穆斯林而言， 基督登山寶訓的教
導是他信主的主要工具。 一位北非的信徒
被基督對窮人、 被壓迫者及被拋棄者的愛
所感動。 另一位男人是被基督跟隨者的這

常夢到一個人， 後來他相信那就是基督。
那人身穿白袍， 呼召這個男人來跟隨他。
在另一個有關的夢裡， 他記得同一人張開

些特質所吸引。 他看到基督徒是唯一深深
關心窮人與被壓迫者應得到公平的人。
其他人也在聖經裡找到可信的真理。

他的手臂， 招手要他跟隨他。 這類的夢已
經成為穆斯林當中的樣本。 雖然有些不
同， 但在那些曾經作過異夢和異象的人當

在尋找聖經時， 一位巴基斯坦信徒找到他
所關心的許多問題的答案。 當他對聖經的

中， 基督穿著白袍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重
現 的 形 象。 相 似 的， 一 位 穆 斯 林 馬 來

570

斳雓 伊斯蘭世界

（Malay）婦女從她過世的基督徒父母得
著異象。 她看到他們喜樂地與其他人一起
在天上。 耶穌穿著白袍說道： 「如果妳要
來我這裡， 就來吧！」她感到她用一生來
接觸神， 卻從來沒有成功過； 然而， 現在
她卻看到神主動地透過耶穌來接觸她。
一位來自中東的歸信者曾經患有嚴重
的頭痛， 一直躺在床上。 在為他生病的兒
子禱告之後， 一位帶著美麗與平安面貌的

要告訴你， 祂現在在這裡。 」一位西非男
人說到他信主前一個簡要但卻有力的異
象。 他看到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在地獄， 及
一位窮得沒有能力施捨的基督徒在天堂。
一個聲音就向他解釋說， 分別就在於相信
耶穌。

堅固的夢
一位北非的信徒在他因信仰而被下在

男人出現。 他穿著白色的衣服， 走向這男
人的床頭並觸摸他的頭三次。 第二天早

監獄裡時， 在夢裡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能力
來面對坐牢。 在夢裡， 他看到成千上萬的

上， 他的頭痛就完全消失了。 他的兒子也
一樣完全痊癒了。 可以瞭解， 他現在自信

信徒湧現在他的城市的街道上， 在他受限
制的國家裡公開宣講他們的信仰。 他在監

地說： 「我相信奉耶穌的名禱告。 」
大多數的夢似乎都屬於這兩大類之

牢時被折磨， 無數個小時赤裸裸地被倒掛
起來， 被電藤鞭打， 及不斷地被威脅要被

一。 第一類可被稱為預備的夢。 就好像基
督穿著白袍出現， 這異象肯定了他們曾有

處死。 他所見到的異象， 就是有一天他國
家的百姓會公開在街道上宣稱他們的信

過有關基督或基督徒信仰的思想或談話；
第二類可被稱為堅固的夢。 這裡的夢和異

仰， 這給了他能力在困難的時刻可以堅忍
下去。

象一般來說， 是給信徒能力來面對逼迫。
如果缺乏逼迫， 它就會給信徒勇氣， 增強

會遇

他們的見證。

預備的夢
一位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遜尼派（Sunni）婦女在夢中看到一個人向她顯現， 告
訴她去探望一位她所認識的基督徒婦女。
這個人， 之後她肯定就是基督， 告訴她這
位婦女會教導她。 一位波斯男人在他還沒
有信主前， 就見到一個異象， 在夢裡， 他
跌入一個黑暗的懸崖， 有一道光扶著他的
背救起他。
因著對神使用夢和睡眠的著迷， 一位
阿爾及利亞人述說她如何聽到她正在睡覺
的穆斯林祖母說道： 「耶穌並沒有死。 我

雖然這嚴格說來， 並非是一個夢或異
象， 但許多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都曾有過
很重要的超自然會遇， 這成為帶領他們歸
向耶穌的管道。 一位埃及穆斯林在讀路加
福音第三章時， 該章提到聖靈如同鴿子降
在耶穌身上。 神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
所喜悅的。 」當他讀到這些話時， 一陣狂
風吹進他的房間。 有一個聲音向他說道：
「我就是耶穌， 你所恨的那一位。 我就是
你在尋找的主。 」他回憶， 當時他「不斷
地哭泣， 並從那時開始接受耶穌。 」
不論個人對夢和異象， 和基督徒的信
心道路的看法如何，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繼
續透過那些被看為非慣例的管道來引人歸

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向祂自己的方法， 及不願意敞開， 那麼我
們就很難參與在穆斯林的事工裡了。

「其中最大的是愛」
到目前為止， 最多穆斯林歸向基督的
理由是愛的力量， 這是最被讚賞的理由。
好像保羅一樣， 許多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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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偉大犧牲的啟示征服了他。 」一位從甘
比亞（Gambia）來的西非人簡單地說：
「神就是這樣愛原原本本的我。 」他形容
他在伊斯蘭教裡的經歷是「要非常嚴格地
順服真主」。 他感到自己不能完全取悅真
主。 雖然他曾因著在耶穌裡的信心而被扔

都發覺到「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

石頭， 但他還是忠心地活出他在基督裡的
新生命。

書十三 13）。 超過一半轉移信仰的所有穆

對於那些被其他穆斯林欺壓的穆斯林

斯林都肯定神的愛是他們作決定的關鍵因

而言， 神的愛是特別強大的。 一位什葉派
（Shi’i）男人被「神愛世人」， 以及神愛

素。 愛的吸引力可以簡單分為兩類： 第一
是榜樣的愛， 其次是神直接的示範以及聖
經裡的證據。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一位約旦信徒將他的信主， 歸功於他
在他基督徒朋友身上所見到的「無條件的
愛， 及平安和滿足的氣味」。 一位在法國
的阿拉伯流亡者， 形容他基督徒同伴的友
善， 他說他們「散發出基督的榮美」。 這

及保護他的真理所吸引。 同樣， 一位北非
人驚訝於神的愛竟然「是給萬國萬民的，
包括了仇敵」。 他在伊斯蘭教裡的經歷，
使他深信阿拉伯穆斯林對非洲黑人是有種
族偏見的。 他很難過地形容伊斯蘭教為
「阿拉伯人用來壓迫非阿拉伯人的一種工
具」。

「我稱你們為朋友」：與神的關係
對一些百分之十的有穆斯林背景信徒

些朋友在她之前已經移民到法國， 並在她
抵達之前， 已經將他們的生命交給基督，

而言， 他們信主的最強及最明顯的因素，
就是與神關係的吸引力。 一位阿爾及利亞

他們祈求神垂聽她要找一份工作的禱告。
她說她對「主如何不斷地回應她的禱告」

（Algerian）的流亡者在這之前便提過這

而驚歎。 這位年輕的遜尼派穆斯林婦女看
到了慈愛以及經歷了與她信徒朋友的親密
無間， 這讓她相信神也是一樣， 可以成為
她的朋友， 並給她永恆的生命。

神的愛

一重點， 就是神可以是他的朋友及父親。
同樣， 一位北非的歸信者也是被有機會與
神有直接的關係所吸引。 他覺得他在伊斯
蘭教裡所缺乏的， 是任何與神的接近， 不
可能又同時有與神同行的關係。 在基督
裡， 他提到一個非常強的吸引力， 就是主

無可否認的， 要將信徒所示範的愛的
榜樣和聖經的見證分開以證明神的愛， 是

與人之間直接的關係。 就如同隔離的面紗
已經被拿開了。
一位埃及信徒說明了兩個吸引他加入

非常困難的。 一位孟加拉男人說： 「神的
大愛、 他自己的罪貫滿盈， 以及基督為他

基督教的有力理由： 成為神的兒子， 及聖
靈內住在他裡面。 這正面的反映了一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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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人負面的詳述伊斯蘭教： 「神是全宇宙
的及沒有家庭的。 無法得知神究竟是如
何。 」
北美福音派的信仰和教義， 一直以來
都被批評為強調經驗及個人化。 在這個有
穆斯林背景信徒們見證的光照之下， 有機
會接觸神及與神建立關係的機會， 對北美
人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特的渴求。 反
而， 來自有穆斯林背景的這些基督跟隨者
的一個典型功課， 可能是那被稱為神的普

對那些曾經因著他們的種族而被迫害
的人， 因著新信仰而帶來的迫害， 對他們
而言就不是那麼的驚訝了， 反而更堅定他
們要離棄前信仰的決定。 一個北非人發覺
到基督徒是他所知道的唯一沒有種族偏見
的人， 他因而可以忍受非常嚴酷的迫害。
他的一位弟兄以及幾位要好的朋友都已經
被殺害了， 一位西非男人的屋子被燒毀，
被那些嘗試要殺害他的人及家人趕出去。
一位從菲律賓來的漁夫經歷了變本加厲的

世性的愛的羅曼史： 亦即基督對祂的教會
的愛， 以及祂渴望要與那些祂稱為屬於祂

逼迫， 人們偷了他的船， 切斷他的網， 及
折磨他的兒女。 然而， 觀察者卻註明：

自己的人溝通。

「他並沒有動搖。 」
在面對逼迫時的堅定不移， 至少部分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一些稱之為第八福（馬太福音五 10）
其他則認為它應該只是活出先前福氣的副
產品。 但如果從釋經的角度來看， 實際上
是很清楚的， 那些來自穆斯林世界的信徒

說明了逼迫所扮演的角色， 就算是如果它
並沒有刺激數字上的成長， 也肯定鞭策了
靈魂的成長， 帶來更強大的基督徒， 這是
這些以穆斯林為主的團體之恐怖對待造成

遠比來自西方世界者更熟悉逼迫。
一位西非的信徒被他自己的家人刺殺

的。 在面對逼迫時， 聖經經文的安慰在有
需要的時候， 提供了深切的幫助。 一位爪
哇的弟兄在馬太福音五章 11 節裡， 找到了

及燒傷。 雖然他沒有被殺死， 但現在他的
家人都當他死了。 雖然身體上的受苦是極

面對逼迫的勇氣：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

大的， 但那些被當成已死的心靈創傷， 可
能被低估了。 一位北非男人發覺， 他根本

就有福了。 」基督的教導調整了他的看
法， 他開始當它是一種福氣。 他也提到帶

無法形容這種被拒絕、 被鞭打及無家可歸
的創傷。 令人悲哀的是， 國家教會（na-

領他來到基督面前的時刻， 是在教會聚會
中講解馬太福音五章 11 節時。

tional church）也沒有接納他。

一位埃及信徒在他被吐唾沫及面對死

在信主之後， 一位黎巴嫩的穆斯林失
去了他所有教導和專業的特權， 至終被殺

亡的威脅時， 也從聖經中得到類似的安
慰。 那些嘲笑者告訴他的弟弟， 他是沒有

害。 其他的專業人士習慣了某種程度的尊
重， 也驚訝於他們因著選擇跟隨基督而經

宗教信仰的； 然而， 當他讀福音書時， 他
感受到了神的愛， 感覺到耶穌的同在。 與
古蘭經極大不同的， 他發覺到福音書是大

歷到的鄙視。 一位觀察者就以「精神上的
創傷」， 來形容一位阿拉伯北非人所經歷
的被逮捕、 盤問， 及被警方拘留兩天。

有能力及令人滿意的。

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神正在做工
從這些較為約略的觀察， 可以看到神
在廣大的人類群體裡的作為， 我們看到祂
以戲劇性的方式來傳達祂的心意。 神一部
分使用夢和異象來吸引人， 是因為缺乏願
意親自向穆斯林清楚表達及指明福音的大
能的血肉之軀的見證人。 如果沒有其他的
方法， 上面這些見證讓我們看到神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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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完全的愛時， 他們會喜悅與基督同
行的生命。 歸根結底， 恩典是無法抗拒的。
章節附註
1. 根據古蘭經四 157-159（Egyptian 編， 頁
156-157， Fluegel 編）
2. Rick Love, Muslims, Magic,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 p. 156.

工。 顯然， 當穆斯林有機會看到所啟示的

為穆斯林女性禱告
金‧ 葛利格（Kim Greig）
有效地為穆斯林女性禱告的第一個

夏甲懷了亞伯拉罕的兒子以實瑪利之後就

步驟， 是以神的眼光來看她們。 每
位穆斯林女性就和你我一樣， 是神所愛

逃入曠野。 在那裡， 神的天使勸夏甲回到
她的女主人撒萊那裡， 夏甲就稱這地方為

的。 這看起來似乎是很明顯的聲明， 但因
著懼怕和無知， 我們太多人竟然退縮不
前， 不願以耶穌的愛來接觸穆斯林及為他

「庇耳拉海萊」， 意思就是「那看顧我的
神」。 今天， 穆斯林女性所認識的神是疏

們禱告。 其實在神眼中， 每一位穆斯林女
性都是獨特及奇妙的， 我們絕對不能假設
她們每個人都一樣。 若要更有效地為她們
禱告
， 我們需要考慮一些重要的屬靈要素
。

看顧的神
夏甲的故事讓我們瞭解神如何看顧穆
斯林女性。 在創世記十六章， 我們讀到當

遠及非個人的。 神並沒有看到她們。 但神
的真正屬性不單只是看到她們， 祂也愛她
們、 聽她們的心聲， 甚至為她們哭泣， 不
願任何一人滅亡。
我們可能也必須誠實地承認， 我們並
沒有常常向穆斯林表明神的心意。 我們並
沒有如同神一樣地聆聽或看顧她們。 在我
們還未開始禱告之前， 可能我們必須要為
我們對穆斯林的態度悔改。 我們需要以憐

葛利格（Kim Greig）自 1979 年就在南亞與中東的穆斯林當中服事。 金和她的丈夫凱斯（Keith）是國際禱告事工
（International Prayer Ministry）的國際協調員（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該禱告事工被稱為為穆斯林禱告 30 日
（30-Days Muslim Prayer Focus）， 目前是教會歷史上其中最大的一個聚焦點禱告運動。 每年在世界各地有超過三
千萬的基督徒參與。
改編自 Kim Greig, “Praying for Muslim Women,” in From Fear to Faith, ed. Mary Ann Cate and Karol Downey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2), pp. 89-90。 蒙允使用。 www.wclboo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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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的心， 憑信心為她們禱告。

身分和價值
一位穆斯林女性只是從她的父親或丈
夫那裡得到身分， 她的整個世界都是被男
人控制， 他們的權威覆蓋著她生命的每一
個層面。 面紗就是遮蓋和順服的外在代
表。 她得體的穿著就是為了要守護她家庭
的名譽， 特別是男性成員。 一位穆斯林女
性並沒有她自己本身的身分， 她的價值只
是一個男人的一半。 無數的規則條文將她
放在次要的地位。 在為穆斯林女性禱告
時， 我們必須要明瞭男性並非敵人。 真正
的敵人是撒但， 是牠搶走了女性的身分及
在基督裡的價值（約翰福音十 10）。

懼怕的堅固營壘
對一位穆斯林女性而言， 恐懼是其中
一個最大的營壘。 她害怕被虐待、 被毆
打， 或丈夫與她離婚。 她害怕不育、 害怕
她的婆婆、 謠言、 宗教領袖及宗教警察。
除了面對身為伊斯蘭教之女性的極度脆弱
的威脅， 她也在民間伊斯蘭教（Folk Islam）裡尋求庇護， 包括向死去的穆斯林
聖徒祈福及平息惡眼。 她們認為惡眼控制
了日常生活的許多層面。

脫離奴隸的身分……
加拉太書四章 22 節告訴我們， 以實瑪
利是由女奴所生的兒子。 「伊斯蘭」（Islam）的意思就是順服。 一位穆斯林女性
瞭解她是安拉的僕人、 她丈夫的使女， 及
她兄弟和兒子們的僕人。 穆斯林只能從僕
人或奴隸的地位來與真主聯繫。 他們必須
透過好行為才能得到救恩。 然而， 基督徒
卻是透過神的恩典， 賜下救主耶穌， 將我
們從奴隸的身分轉變為兒女（加拉太書四
7）。 穆斯林需要明白在加略山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恩典， 就是我們透過悔改便可以蒙
赦免。

……給女兒們
要穆斯林女性稱神為父是非常困難
的。 耶穌是神子的觀點對她們來說已經是
一種冒犯， 唯有透過聖靈的啟示， 才能讓
她們完全掌握這項真理。 伊斯蘭教對於安
拉有九十九個名字， 「父親」並不是其中
之一。 我們必須要為穆斯林女性禱告， 希
望她們會認識到神是她們的父親。
第十二課的完整閱讀到此結束。 請繼續閱
讀章末的推薦閱讀 & 行動。

第十二課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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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回想你曾經用心禱告的一次經歷。是什麼幫助你專注於當時的情況，並促使你邀
請他人與你一起禱告？

2. 是什麼給你不斷禱告的動力？

推薦閱讀 & 行動
閱讀： J. Christy Wilson,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Gold, 4th ed. (South Hamilton, Mass.:
Gordon-Conwell BookCentre, 1998). Bilquis Sheikh, I Dared To Call Him Father
(Grand Rapids: Chosen Books, 2003). 中譯本： 貝爾魁斯‧ 卡西等著， 何曉東譯，
《走出回教》（台北： 聖經資源中心， 2005）。
觀察： 著重介紹穆斯林族群的〈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影片。 www.calebproject.
org
禱告： 使用《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來為穆斯林國家禱告。
拜訪： 邀請一位穆斯林朋友去你家喝茶或吃飯。
搜尋： 瀏覽相關網站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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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九十九個名字
以下表格列舉安拉的九十九個名字， 穆斯林經常用以反覆誦禱， 禱告一開始
通常會說「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Allah-la-ilaha-ila-Allah）。 讀者們可以對照聖
經和古蘭經的出處， 並邀請穆斯林朋友一同研讀安拉的稱謂。
安拉的屬性

阿拉伯文音譯

古蘭經章節

聖經章節

01

至慈的

Ar-Rahman

1:1

詩 103: 8

02

永慈的

Ar-Rahim

1:1

詩 86:16

03

君王

Al-Malik

59:23

亞 14:9

04

至聖的、 至潔的
和平的

Al-Quddus

59:23

結 39:7

05

Al-Salam

59:23

賽 9:6

06

保證的

Al-Mu´min

59:23

哀 3:22-23

07

守護者

Al-Muhaymin

59:23

約 10:1-18

08

Al-`Aziz

59:23

詩 24:8

09

勝利的、 大能的
大能的

Al-Jabbar

59:23

代下 20:6

10

廣博的

Al-Mutakabbir

59:23

申 33:26

11

創造者

Al-Khaliq

59:24

創 1:1

12

立法的、 在虛無中創造的
塑形的

Al-Bari´

59:24

瑪 2:10

13

Al-Musawwir

59:24

西 1:15-20

14

至恕的

Al-Ghaffar

38:66

代下 7:14

15

征服者

Al-Qahhar

12:39

申 9:3

16

賜福者

Al-Wahhab

3:6-8

但 2:21-23

17

供給者

Al-Razzaq

51:58

詩 127:2

18

開啟的

Al-Fattah

34:26

啟 3:7-8

19

全知的

Al-`Alim

6:71

詩 139:1-2

20

Al-Qabid

2:245

啟 3:7-8

21

遏止的、 整頓的
寬宏的、 慷慨的

Al-Basit

2:245

伯 36:16

22

貶謫者

Al-Khafid

58:5

詩 94:10
太 7:22-23

23

擢昇者

Ar-Rafi´

40:15

撒上 2:7

24

賜予榮耀的

Al-Mu`izz

3:26

撒上 2:30

25

施予恥辱的

Al-Muzill

3:26

林前 1:27

26

全聽的

As-Sami`

2:127

賽 59:1

27

全視的

Al-Basir

17:1

申 11:12

28

仲裁者

Al-Hakam

22:69

詩 7:11

29

正義的

Al-`Adl

6:115

申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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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微妙的

Al-Latif

6:103

羅 2:4

31

全知的

32

克制的、 寬大的
無限的

Al-Khabir

6:18

創 16:13

Al-Halim

2:225

耶 15:15

Al-`Azim

2:255

耶 32:18

35

至恕的、 隱藏錯誤的
至高的

Al-Ghafur

2:225

但 9:9-10

Al-`Ali

2:255

撒下 22:14

36

令人感謝的

Ash-Shakur

35:30

羅 2:29

37

偉大的

Al-Kabir

34:23

詩 145:5

38

保護者

Al-Hafiz

11:57

約 10:28

39

給養者

Al-Muqit

4:85-88

詩 136:25

40

計算者者

Al-Hasib

4:6-7

來 11:18

41

至尊的

Al-Jalil

55:78

出 15:11

42

慷慨的

Al-Karim

82:6

申 28:12

43

鑒察的

Ar-Raqib

4:1

創 28:15

44

答覆者

Al-Mujib

11:61-64

約 14:14

45

充塞寰宇的的

Al-Wasi`

5:54

約 3:17

33
34

46

睿智的

Al-Hakim

59:24

林前 1:25

47

仁慈的

Al-Wadud

11:90

林後 13:11

48

榮耀的

Al-Majid

11:73

猶 25

49

復活死者的

Al-Ba´ith

22:7

約 11:25

50

見證的

Ash-Shaheed

4:33

啟 1:5

51

真實的

Al-Haqq

22:6

約 14:6

52

可信賴的

Al-Wakil

4:81

創 1:16

53

強壯的

Al-Qawi

11:66

箴 18:10

54

堅定的

Al-Matin

51:58

詩 102:25

55

親切的朋友

Al-Wali

3:68

約 15:15

56

值得頌讚的

Al-Hamid

14:1

啟 19:5

57

清算的

Al-Muhsi

19:93-95

林後 5:18

58

首創萬物的

Al-Mubdi

10:34

創 1:1

59

恢復福祉的

Al-Mu`id

10:34

路 6:10

60

賜予生命的

Al-Muhyi

10:34

約 11:26

61

賜死的、 毀滅的
永生的

Al-Mumit

2:28

撒上 2:6

Al-Hayy

2:255

啟 1:17-18

Al-Qayyum

2:255

約 17:5、 24

64

維持萬物的、 自有擁有的
搜查的

Al-Wajid

16:45-46

詩 89:20

65

卓越的

Al-Majid

85:15

伯 22:12

66

獨一的

Al-Wahid

12:39

約 1:14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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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had

68

獨一的、 充塞寰宇的
自給自足的

112:1

弗 4:6

69

全能的

Al-Samad

112:2

創 21:33

Al-Qadir

30:54

耶 32:17

70

掌控的

Al-Muqtadir

54:42

徒 2:23-24

71

促進的

Al-Muqaddim

聖訓

賽 10:5-7

72

延遲的

Al-Mu´akhkhir

71:4

彼後 3:8-9

67

73

至先的

Al-Awwal

57:3

賽 44:6

74

末後的

Al-Akhir

57:3

啟 2:8

75

明證的

Al-Zahir

57:3

羅 1:17-20

76

隱微的

Al-Batin

57:3

西 1:26

77

保護的朋友

Al-Wali

13:11

詩 66:5、 7

78

至高的

Al-Muta`ali

13:9

腓 2:9

79

至善的

Al-Barr

52:28

詩 84:11

80

悔罪的接受者

At-Tawwab

2:37

羅 2:4

81

復仇者

Al-Muntaqim

32:22

詩 94:1

82

赦宥者

Al-`Afuw

4:43

彌 7:16

83

至慈的

Ar-Rauf

2:143

詩 116:5

84

主權的擁有者

Al-Malik Al-Mulk

3:26

提前 6:15

85

至尊與慷慨的主

55:78

詩 8:1

86

公正的

Al-Muqsit

3:18

箴 11:1

87

統合者

Al-Jami´

3:9

賽 56:8

88

富有的

Al-Ghani

60:6

詩 50:9-10

89

賜予財富的

Al-Mughni

9:28

西 1:27

90

傷害的阻擋者

Al-Mani`

5:24-26

瑪 3:11

91

創造善良的

An-Nafi`

10:107

創 6:8

92

傷害者

Al-Dharr

2:155-157

士 2:15

93

光明的

Aln-Nur

24:35

賽 60:19

94

引導的

Al-Hadi

25:31

約 16:13

95

Al-Badi`

2:117

羅 8:28

96

無可比擬的、 至先的
克制的、 永生的

Al-Baqi

55:27

詩 102:27

97

萬物的繼承者

Al-Warith

15:23

書 13:33

98

正義的導師

Ar-Rashid

11:78

詩 25:9

99

耐心的

As-Sabur

聖訓

提前 1:16

Dhul-Jalali
Ikram

Wal -

進深閱讀： David Bentley, The 99 Beautiful Names of God: For All People of the Book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and J. K. Mellis, Abu Sharif: The Mystery
of the Hundredth Name (Netherlands: Goel Publishi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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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代順序閱讀古蘭經
聖經與古蘭經的卷軸並非按時間順序進行排列， 想要進一步了解， 就必須知道這
兩本經書的編排與內容。 對於編排方式至今尚未有定論， 因此本書編者將古蘭經的篇
章結構按時間順序分成四個時期， 目的是幫助基督徒更加熟悉古蘭經的編排， 以作深
入研究。

麥加早期：
西元 610-612 年

25. 99 章
26. 82 章

麥加中期：
西元 613-614 年

27. 81 章
1. 96 章

28. 53 章

1. 54 章

2. 74 章

29. 84 章

2. 37 章

3. 111 章

30. 100 章

3. 71 章

4. 106 章

31. 79 章

4. 76 章

5. 108 章

32. 77 章

5. 44 章

6. 104 章

33. 78 章

6. 50 章

7. 107 章

34. 88 章

7. 20 章

8. 102 章

35. 89 章

8. 26 章

9. 105 章

36. 75 章

9. 15 章

10. 92 章

37. 83 章

10. 19 章

11. 90 章

38. 69 章

11. 38 章

12. 94 章

39. 51 章

12. 36 章

13. 93 章

40. 52 章

13. 43 章

14. 97 章

41. 5 章

14. 72 章

15. 86 章

42. 70 章

15. 67 章

16. 91 章

43. 55 章

16. 23 章

17. 80 章

44. 112 章

17. 21 章

18. 68 章

45. 109 章

18. 25 章

19. 87 章

46. 113 章

19. 17 章

20. 95 章

47. 114 章

20. 27 章

21. 103 章

48. 1 章

21. 18 章

22. 85 章
23. 73 章
24. 10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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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晚期：
西元 615-621 年

16. 34 章
17. 35 章

8. 61 章
9. 57 章

18. 7 章

10. 4 章

1. 32 章

19. 46 章

11. 65 章

2. 41 章

20. 6 章

12. 59 章

3. 45 章

21. 13 章

13. 33 章

4. 16 章

14. 63 章

5. 30 章

15. 24 章

6. 11 章
7. 14 章

麥地那時期：
西元 622-623 年

8. 12 章

16. 58 章
17. 22 章
18. 48 章

9. 40 章

1. 2 章

19. 66 章

10. 28 章

2. 98 章

20. 60 章

11. 39 章

3. 64 章

21. 110 章

12. 29 章

4. 62 章

22. 49 章

13. 31 章

5. 8 章

23. 9 章

14. 42 章

6. 47 章

24. 5 章

15. 10 章

7.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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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概況
北美差傳機構
1. 阿拉伯世界事工
（Arab World Ministries）
www.awm.org
使命宣言： 透過愛穆斯林， 表達在基督裡
的信仰。
事工重點： 團隊導向的服事， 主要在媒體
界（廣播、 電視及影視）、 網站、 聖經函
授課程、 文教出版事業、 教會繁殖、 職場
事奉、 專業技能培養、 轉型發展、 外展、
文宣、 兒童營會、 行政執行、 醫療及助產
目標族群： 阿拉伯世界的人民， 包括阿拉
伯 人、 柏 柏 爾 人（Berbers）、 卡 比 爾 族
（Kabyles）、 庫爾德人， 和歐洲及北美的

主要代禱事項： 首先， 祈求有更多的工人
被差派到宣教禾場； 其次， 求神能供應具
有穆斯林背景的新信徒， 使他們的信心增
長， 能適應現實生活， 在伊斯蘭的環境裡
仍然為基督而活。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找到有願意的
心志及準備好不顧一切、 付上代價以向穆
斯林傳福音的人。
個人見證
最令我興奮的事， 莫過於看見神正在
阿爾及利亞的卡拜爾柏柏爾人當中動工，
當地聚會中的喜樂及自由的敬拜是前所未
見的。
無論反對勢力有多大， 大部分的人們
都勇於承認信仰。 二十多年來， 神的聖靈
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帶領人們認識耶穌。
這運動並非由某一人發起， 也無特別的祕
訣。 信徒一鎮又一鎮、 一村又一村的傳講

阿拉伯人。

神的話語， 帶領許多人相信耶穌， 整個卡
拜爾山區的教會均被興起。

需要何種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人才： 保持
彈性、 有遠見、 持續學習語言、 長期受

一位男性牧者， 也是基督徒領袖曾告
訴我， 那裡可能有一百間教會， 但沒有人

訓、 良好的服事技巧、 跳脫框架的思考及
工作能力、 愛穆斯林及與他們分享基督的

得知究竟有多少教會
， 或有多少人歸信耶穌
。

熱情。

創立於 1881 年， 曾有超過兩百位福音工人； 於 2010 年與先鋒團隊（590 頁）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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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
www.calebproject.org

入境許可證時， 發現了一生最珍貴的禮
物。 尤瑟福一直保持著閱讀聖經的習慣，

使命宣言： 裝備教會， 得著萬邦。

與神的關係日益親近， 與在非洲的家鄉獅
子山（Sierra Leone）國內的動盪不安、 內

事工重點： 動員參與及教育課程， 提供資
源， 包括錄影帶、 禱告指引手冊、 訓練課

戰頻傳相比， 暫居的地方相當安全， 身上
的傷疤仍舊見證過去不公平地被對待。 合

程的教材等， 幫助信徒更加了解未得之
民， 安排短宣， 收集研究資料， 裝備長駐
當地的福音工人。
目標族群： 任何未得之民的群體， 特別是
尚未聽過耶穌救恩信息的穆斯林。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接觸所有現有
的未得之民群體， 為了完成大使命， 每位
基督徒均被託付與教會溝通的責任。 現今
的環境， 尤其在 911 事件之後， 我們的任
務是協助基督徒用愛心和勇氣來回應呼
召， 而非敵對恐懼。
個人見證
當尤瑟福（Yousuf）在難民中心等待

法居留權即將通過的此時此刻， 對他而
言， 以難民身分換得的新生活相當不錯。
尤瑟福與幾位同樣來自西非的穆斯林
見面， 一同研讀引支勒， 以及透過耶穌與
神建立關係這個概念。 一些非洲的弟兄們
也開始回應神的話語。 最近神開始在異夢
中引導他的心， 讓他看見家族弟兄們和表
兄弟姊妹們的屬靈需要。 他說： 「也許這
是神對我的計劃， 讓我在這裡找到了寶貴
的禮物， 就是耶穌。 或許耶穌會差我回
去， 把這份禮物帶給我的家人和百姓。 」
摘自《移民與難民： 歐洲的新面貌》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The New Faces
of Europe Prayer Guide）禱告手冊。

創立於 1980 年； 現有超過七十五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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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恩光使團（Christar）
www.christar.org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祈求聖靈感動
未信主的人， 使他們悔改並承認耶穌基督
是世人的救主

使命宣言： 將光明帶到福音最少觸及之民
當中。
事工重點： 傳福音和教會繁殖， 醫療、 教
育及商業投資。
目標族群： 阿拉伯世界、 突厥世界、 歐亞
人、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伊朗人民、 印
度-雅利安民族、 在歐洲和在美國的穆斯
林。

個人見證
我們當中的一位福音工人在亞洲的一
個小鎮上， 透過代禱及忠心的服事， 同時
與教育醫療事工配搭， 三十年之內看到六
百四十六位穆斯林決志。 這位單身女性過
過恩光使團提供的「暑期外展訓練課程」
（Summer Training and Outreach， 簡 稱
STOP）向穆斯林傳福音。

創立於 1930 年； 現今有兩百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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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月計劃（Crescent Project）
www.crescentproject.org

個人見證
瓦利德（Walid）生長在沙烏地阿拉伯

使命宣言： 與穆斯林分享耶穌的盼望。

的穆斯林家庭， 他從小就深深地感到一種
屬靈的空虛感吞噬著他。 有一次， 從麥加

事工重點： 藉由當地教會及文宣品來裝備
基督徒及推動福音外展。

朝聖開車回家的路上， 他把車子停靠在路
旁， 注視著車窗外一望無際的山丘， 然後

目標族群： 美國的穆斯林。

絕望地禱告： 「亞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向
我顯現！」

需要何種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人才： 需要
有無比的信心， 相信神能夠並且願意拯救

自八年前移居美國， 這段時間瓦利德
從沒有停止過他的屬靈追求。 幾位基督徒

穆斯林。 有熱心和願意奉獻， 委身於穆斯
林並與他們建立個人關係。
主要代禱事項： 當基督徒用愛心接觸穆斯
林時， 期盼他們能在耶穌基督裡找到救
恩。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教導基督徒，
穆斯林是可以被得著的， 只要我們主動且
適當地分享福音。

密友忠心地為他代禱， 兩年前他接受基督
成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瓦利德現於密
西根從事穆斯林宣教工作， 接觸過成千上
萬名穆斯林。 他在自己的教會中帶領一群
基督徒每週聚集， 向鄰近地區的穆斯林傳
福音。 當瓦利德帶我們團隊其中一名福音
工人參觀他的教會時， 他開心地笑著說：
「神給我一個異象， 有一天這個會堂的每
個角落， 要坐滿像我這種有穆斯林背景的
基督徒。 」

創立於 1993 年； 現有十一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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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線差會（Frontiers）
www.frontiers.org
使命宣言： 透過在穆斯林教族群中建立教
會來榮耀神。
事工重點： 我們的目標是形塑耶穌門徒的
社群， 以展現耶穌的愛並服事他們的鄰
舍。 單一的焦點能使我們提供足夠資源、
經驗傳承， 進而達成此一目標。
目標族群： 所有的穆斯林族群。
需要何種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人才： 我們
的成員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上實踐他們的專
業之跟隨耶穌的門徒， 並且若有穆斯林願
意傾聽， 就會與他們分享信仰， 如同世界
各地的信徒所做的一樣。 我們相信沒有宣
教經驗的青年憑藉著神的恩典， 也能在穆
斯林世界建立基督化的社群──前提是渴
望負責任、 教導人和提供諮詢， 及從有經
驗的人給予意見。
主要代禱事項： 求神能開啟穆斯林的心，
向在耶穌裡的新生命敞開， 透過歷史， 這
福音從中東橫跨歐亞、 影響萬族， 觸動我
們的心。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偏見。 幾世紀
以來的歧視和誤解， 使西方國家和伊斯蘭
教的關係一直到如今都蒙上一層陰影， 無
論是在公共場合中， 如街道上或各地的咖
啡館。
個人見證
一位伊瑪目在社區中極力遊說鄰居，
邀請每一個人去清真寺聚會。 當他發現我
不是穆斯林時， 我們討論了一下聖經， 他
就離開了。 他對我說： 「願安拉引導你進
入伊斯蘭教。 」我說道： 「願上帝帶領你
進入真理。 」
一星期後， 他回來了， 說是被我的回
應感動。 我們聊了更多並約另一次的會
面。 次日， 他的兩位同事赴約， 他卻沒有
出現， 我很失望。 我曾覺得與這位伊瑪目
有真正的連結。 拜訪即將結束之際， 神的
靈 感 動 我 問： 「我 是 否 能 為 你 們 禱 告
呢？」感謝父神， 使我們得以相聚， 我一
一為他們提名祝福。 他們以小聲的潔淨禱
告來回應， 好像禱告中提到耶穌的名， 會
玷污他們一樣。 因此， 每次經過清真寺，
我就會為阿卜． 蘇雷曼（Abu Suleiman）
禱告。

創立於 1982 年； 現今有超過九十個團隊， 駐守在穆斯林世界服事當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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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福音動員會
（Operation Mobilization）
www.om.org
使命宣言： 把將盼望帶給世界各地人民。
事工重點： 傳福音、 救援發展、 動員支
援、 門徒訓練及教會繁殖。
目標族群： 阿拉伯世界、 突厥世界、 印度伊朗人民、 印度-雅利安民族； 在歐洲、 澳

基督未曾吩咐你來到我們當中嗎？
世人沉淪於黑暗之中，
無數靈魂亡於地獄之火。
展現恩慈， 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懇求你來！
殘垣斷壁， 一無所有，
唯有神能拯救！
我們是否有幸得以聽見祂的聲音？

洲及南美的穆斯林。

祂的平安與救恩之聲？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機會遠比徵召
的同工多。

我們是否有幸得享？

個人見證

真光的使者？

你來自何方？有幸得知得救的滋味。
你來自何方？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洗淨。

我們呼喚， 無人回應。
或許你已沉睡。

你去到何方？
可曾看見在極度苦痛中的我們？

你在哪裡？

你究竟在何方？
一位中亞年輕女孩代表她的族人， 寫
姶世界各地基督徒的一首詩。

創立於 1957 年； 至今有超過八百位在穆斯林當中的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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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先鋒團隊（Pioneers）
www.pioneers.org
使命宣言： 接觸「被遺忘的民族」（forgotten peoples）。
事工重點： 建立教會
目標族群： 阿拉伯世界、 突厥世界、 歐亞
人、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伊朗人民、 印
度-雅利安民族， 撒哈拉沙漠以南人民； 在
歐洲及美國的穆斯林。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找到福音工
人。
個人見證
「要為靈魂付上什麼代價？」這是克
里斯（Chris）和葛蕾絲（Grace）兩位當
地同工提出的問題。 由於他們的保姆（也

是慕道友）撥打了巨額的手機話費， 並且
拒絕繳納， 「先鋒團隊」的同工當時竭力
為他們處理帳單的費用。 然而， 葛蕾絲卻
為了靈魂要付上的代價而掙扎著。
另 一 名 當 地 的 同 工 湯 瑪 斯（Thomas）， 也為了帳單而苦惱著。 他希望在
某個還沒有聽過福音的地區開公司──而
且是那個產業的第一家公司。 這個商業計
劃需要挹注一萬美元的資金， 但是這位未
來的企業家， 早已為他的人生付上昂貴的
代價。 思想這個事實， 神把湯瑪斯從某處
的鐵軌搶救出來， 同時亦呼召葛蕾絲離開
孤兒院， 接著神使他們踏上旅程， 引領他
們到未曾聽聞福音的族群中， 成為當地第
一批同工。
「要為靈魂付上什麼代價？」如同耶
穌會做的事一樣， 我們祈求能有人在禱告
中
， 看見需要付上的代價
、 財務上或是友誼
。

創立於 1979 年； 現今有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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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際差會
（Serving In Mission，
簡稱 SIM）
www.sim.org
使命宣言： 凡事藉著禱告。
事工重點： 建立教會、 傳福音、 門徒訓
練、 婦女與兒童事工、 體育事工、 文字、
媒體、 醫療、 領袖訓練、 職業訓練、 讀寫
能力訓練、 娼妓及街頭遊童外展服務、 青
少年營會、 HIV/AIDS 福音事工、 救援及
發展事工、 英語教學、 翻譯。
目標族群： 撒哈拉沙漠以南、 印度-雅利安
民族、 華人； 南非人、 歐洲及北美的穆斯
林。
需要何種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人才： 必須
接受穆斯林外展的訓練， 有清楚從神來的
引導、 與主親密同行、 積極參與教會服
事、 委身於（目前正參與）傳福音和門徒
訓練、 聖經知識及委身於禱告。 我們想要
的人才是善於團隊合作、 懂得變通、 情緒
穩定， 及有僕人態度──並非找「已臻至
完美」的人， 而是願意學習成長的人。
主要代禱事項： 求神能在穆斯林的心中運
行， 並感動他們的基督徒鄰居， 以使穆斯

林被帶入有得救的信心， 並在有宣教意識
的教會中被建造。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身為神的子
民， 聖靈能透過我們來傳達祂的權能、 洞
察力和愛， 這種敬虔的質素， 正是在經常
抵擋福音的群體中服事時所極需要的。
個人見證
最近， 神給了我們一段非常珍貴的時
光， 有七名半文盲的穆斯林婦女前來受
訓， 我們在家裡的樓上聚會， 從星期日到
星期二， 一起唱詩歌、 禱告和聆聽神的話
語。
其中一名同工還準備了包含神創造天
地、 人類的墮落、 該隱和亞伯等等的圖
片。 按照時間順序， 我們輪流教導這些聖
經故事， 再請這些婦女複述給我們聽。 我
們也教導了兩則耶穌生平的故事， 以顯出
耶穌和婦女的互動， 與當地傳統的宗教人
士是何等的不同。
這七位一起聚會的婦女中， 一位名叫
哈拿（Hanna）的婦女非常地愛主， 她的
敬拜往往使我們感動落淚。 我們也為她禱
告， 好讓她能開始與其他信主的婦女固定
聚會。

創立於 1893 年； 目前有超過一千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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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團隊擴展（Team Expansion）
www.teamexpansion.org

東， 父親給予指示， 而兒子聽從， 是理所
當然的事， 然而， 中東人明白西方社會不

使命宣言： 使世界變得不一樣。

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當我說「我父親差我
來到你們當中」， 人們就會想要認識這位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穆斯林社群對
尋道者施加壓力。

父親。 他們想要知道， 為何我的父親如此
看重他們， 以致於願意差派自己的兒子。

個人見證
在中東， 父親是社會結構裡最重要的
人物。 父親製訂家庭的言行準則、 價值觀
及政治傾向。 父職並不會在孩子婚嫁後就
結束， 祖父依舊成為初為人父者的典範。
每當我告訴當地人： 「我在這裡， 是
因為我我父親差我來到你們當中。 」突然
間， 我就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分子。 在中

「究竟是什麼原因， 會使一位父親把自己
的獨生兒子派到這民族當中？」
或許你很了解屬靈現況， 對我而言更
是有親身經驗。 當我們被差派出去時， 我
站立在教會眾長老面前， 使他們一一為我
們按手禱告。 我的父親也在那裡， 與長老
們站立一起。 他承認， 神是推動一切的作
者， 因此是我父親差派我到他們當中。

創立於 1978 年； 目前有五十位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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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督教協同會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簡稱 TEAM）
www.teamworld.org
使命宣言： 從各處到各處。
事工重點： 協助教會和宣教士在各國建立
與文化相關的、 永續的、 多結果子的教
會。 如在教育、 文學、 媒體及醫療（包含
預防宣導及治療）、 第二外語（TESOL）
教學、 商業投資方面， 提供與人群接觸的
機會並促進友好關係。 其目的， 是使穆斯
林能認識真正的基督徒， 用因地適宜的方
式分享信仰， 使其能聽到聖經的教導， 更
能明白聖經， 進而作出歸信的決定。
目標族群： 阿拉伯世界、 突厥世界； 歐亞
人、 印度-伊朗人民、 印度-雅利安民族及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接觸穆斯林最嚴峻的挑戰： 人力不足， 無
法因應每個區域的福音需要。
個人見證
中亞的監獄裡， 有一名男子拿到一本
介紹本機構第二外語的課程手冊， 包含一
份「聖誕節目表」和機構的基本資料。 他
顯然很有興趣， 服刑期滿的時候， 要正值
青春期的兒子幫他找來一本聖經。
由於當地書店找不到基督教聖經， 而
一些青少年甚至試圖騷擾。 最後， 店員告
訴他， 有一位「外國人」或許能幫助他。
於是這名青少年來求助於我們教英語的同
工， 同工便送他一本聖經。
透過查考聖經和與我們的同工懇談，
這位父親開始相信並且跟隨爾撒。 其它十
幾位家族成員亦陸續信主。 他們每週在中
亞的這座小城固定聚會， 彼此勸勉、 互相
教導和唱詩讚美神。

創立於 1890 年； 目前有超過七十位在穆斯林當中工作的福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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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年使命團
（Youth With A Mission，簡稱
YWAM）
www.ywam.org
使命宣言： 認識神， 並宣揚神。
事工重點： 大規模的的慈善事工， 包括醫
療服務、 社區發展、 服務流浪兒童、 輔
導、 接生及急難救助； 此外， 還有門徒訓
練、 傳福音、 教會繁殖、 民族音樂學、 識
字訓練、 用當地語言放映福音電影等。
目標族群： 服事範圍遍及一百四十個國
家， 超過九百個辦事處。
個人見證
曾有人說， 人們可以和穆斯林談論任
何話題， 或透過一首歌傳講真理。 在中亞
服事的同工約翰證實這是真的。 1994 年，
他開始了一間小型錄音室， 錄製一些當地
中亞突厥語的第一首基督教音樂。 剛開始
只是用四音軌的磁帶， 慢慢地， 一次添購

一種設備， 他的小型錄音室現在已擁用最
高品質的錄音器材。
約翰回憶他們錄製的第一首中亞樂風
的敬拜歌曲時說道： 「當時我沒聽說維吾
爾信徒寫過敬拜歌曲。 然後， 1995 年我遇
見一位已成為基督徒的維吾爾農夫， 他寫
了不少歌曲表達信仰及對上帝的愛。 我們
在他家待了整個下午， 彼此分享福音歌
曲。 多麼美好的一天！」
以下是第一首由維吾爾人寫下的基督
教歌曲：
創造天地的主，
與我們同住，
但人們並不認識。
行偉大神蹟，
我們仍不認識。
讚美榮耀歸於！
為著太晚信靠，
為這莫大恥辱，
我們真心悔改。

創立於 1960 年； 目前有超過一萬一千名及一百個在穆斯林當中服事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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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差傳機構
中華基督教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
http://www.umot.org.tw/
少數民族宣教中心
http://www.mfci.cc
中華威克理夫翻譯會
http://www.wycliffe.org.tw/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宣教網站
http://hfpmission.hfpchurch.org.tw/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http://www.gointl.org/
環球福音會
http://tw.wecinternational.org/

香港差傳機構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國外部
http://www.twbap.org.tw/
中華基督徒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
http://www.facebook.com/cccmatw
基督教國際關懷協會
http://www.cminternational.org.tw/
世界福音動員
http://www.om.org.tw/
中國福音會
http://www.cmi.org.tw/
國際差傳協會
http://sendtaiwan.org/
遠東廣播
http://www.febcchinese.com/
台北青年使命團事工
http://www.ywamtaiwan.org/
台北宣教團契
http://mission.fellowship.tw/
巴拿巴宣教學院
http://www.bsmtw.com/

華人差會
中信國際差會
http://www.ccminternational.org/
中國福音會
http://www.cmi.org.tw/home
大使命中心
http://www.cmi.org.tw/home
中華福音使命團
http://www.cemhk.org.hk/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http://www.cocm.org.hk/
華人福音普傳會
http://www.gointl.org/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http://www.hkacm.org.hk/
華福中心
http://www.cccowe.org/

宗派差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http://www.ef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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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宣道差會

前線差會

http://www.hkam.org/

http://www.frontiers.org.hk/

循理會香港議會

海外傳道會

http://www.fmchk.org/MissionNews.php

http://www.omhk.org/

九龍城浸信會差會

海外基督使團

http://missionary.baptist.org.hk/b5_index.

http://www.omf.org/omf/hong_kong__1

php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
http://www.elchk.org.hk/omd/index.htm

國際差會

國際事工差會
http://sim.org/
環球福音會
http://www.wec-hk.org/

非洲內地會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http://www.aimint.org/

http://www.wycliffe.org/

SIM 國際事工差會

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部

http://www.sim.org.hk/

http://www.imb.org

恩光使團

學園傳道會

http://www.christar-hk.com/

http://www.cru.org

萬國福音使團

青年使命團

http://www.missionpathway.org/

http://www.yw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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