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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信仰



課前思考問題

•基督徒和穆斯林在信仰上有哪些共同點？

•對穆斯林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信仰元素？

•作為一名基督徒，對你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
信仰元素？



課程內容
￭古蘭經、聖訓、伊斯蘭教法

￭伊斯蘭的六大信條

￭伊斯蘭的五大支柱(五功)



古蘭經：「古蘭」一詞解作朗
讀，對於穆斯林來說，阿拉伯
語原文的古蘭經才是完美的聖
典。古蘭經共30卷，分為114
章，共有6236節經文。內容主
要論及倫理，道德及宗教話題。



聖訓，意為「敘述」，是穆
罕默德的言行錄，由後人所
編。聖訓形成於8至9世紀，
其主要內容是穆罕默德對教
義、律例、制度、禮儀及日
常生活各種問題的意見主張
。也包括他的行為準則和道
德風範。

聖訓HADITH



伊斯蘭教法
Shari’a 意為「道路」，是

一套以伊斯蘭教教
義為準則的法律，
根據《古蘭經》和
聖訓的內容，對人
民日常生活和行為
作出法律規定。



六信條 six Islamic beliefs:

(1)信安拉 A single, indivisible God

(2)信使者 The Messengers of God

(3)信經典 The divine scriptures

(4)信天使 The angels

(5)信末日 The Day of Judgment

(6)信前定 The supremacy of God's will



信安拉信安拉

【基本信仰-1】信阿拉

伊斯蘭教強調真主是獨一無二，阿拉是
「無似象、無如何、無比無樣、無處不
在」，全知全能，而且超越時空。對於唯
一的阿拉的忠誠，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石。



【基本信仰-2】信使者

就是指必須堅信真主在每個民族中所派遣的使
者，他們號召人類崇拜唯一的真主，否認祂之
外的一切崇拜。所有的使者都是被真主派遣，
是阿拉的忠誠使者和人類的朋友。如阿丹、努
哈、穆罕默德等都是使者。



【基本信仰-3】信經典

「古蘭經」是該教的根本經典，也是伊斯蘭
國家立法、道德規範和思想學說的基礎，必
須無條件信仰，並以此作為最高辦事準則。



【基本信仰-4】信天使

• 《古蘭經》中有天使，它是真主用光創造的
一種妙體。它們聖潔無邪，沒有性別之分，
長有翅膀(兩翼、三翼或四翼)。

• 天使數目很多，他們是真主的奴僕，受真主
的差遣。真主在創造人類以前就先創造了天
使，天使各司其責，有的監護人類，負責記
錄人們的行為；有的管理天園、火獄….。



【基本信仰-5】信末日

• 信末日包括“信後世”、“信末日審
判”、“信死後復活”。伊斯蘭教認
為今世總有一天是要毀滅的，今世短
暫，後世永存。

• 在世界末日，真主將使人類死而復生，
並進行最終審判，信真主並行善者可
以抵達天堂；不信真主並作惡者將會
墜人地獄。



【基本信仰-6】信前定

認為人生的壽命長短質富貴賤，善惡醜
美，一切均由真主在生前早已定奪好。



穆斯林一生要遵守的“五功”
(1)唸功 Shahadah

(2)拜功 Salat

(3)課功 Zakat

(4)齋功 Sawm

(5)朝功 Hajj





念功vs認信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申六4





禮功vs禱告

不住的禱告。

帖前五17





齋功vs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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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六16-18





課功vs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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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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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必在明處報答你）。

太六3-4





朝功vs靈修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
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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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眷
顧）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彼前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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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十二1



問題討論

•本課中，對穆斯林信仰的了解是否讓你吃驚？
本課的哪些部分有助於你更好的了解穆斯林？

•穆斯林似乎更著重哪些真主的性格？

•伊斯蘭對人性的評判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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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穆斯林



課前思考

• 自從伊斯蘭在第七世紀的創立以來，世界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穆斯林是怎樣應對這些變化的呢？

• 我們怎樣才能向穆斯林表示我們的理解並設身處地
的感受他們今天面臨的挑戰？

• 福音要求基督徒對別人的苦難遭遇應有怎樣的回應？

• 基督徒在應對變化時應採取怎樣的態度？



課程內容

￭伊斯蘭世界的多元與分岐
￭伊斯蘭宗教改革運動
￭極端伊斯蘭與恐怖攻擊
￭伊斯蘭社會改革運動
￭難民悲歌
￭穆斯林婦女的時代沖擊
￭穆斯林的全球移民與移工



2019 年

基督教〈廣義〉：25.3億，佔33%
伊斯蘭教： 18.6億，佔24%

信徒人數成長率
基督教〈廣義〉 1.30 %
伊斯蘭教： 1.94 %



世界三大宗教
1.基督教(廣義：含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正教、新教)

• 分布地點：歐美為主

2.伊斯蘭教(廣義：遜尼派、什葉派)

• 分布地點：中東、北非

3.佛教

• 分布地點：東南亞

※三大天啟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



伊斯蘭世界的多元與分岐



當代穆斯林生活在一個被民
族主義、資本主義、現代主
義、共產主義、世俗主義及
各種網路媒體所沖擊的世界！



￭宗教改革運動
更開放？（世俗化)
更保守？（原教旨主義）

￭社會改革運動
更自由民主？更獨裁？
政權之爭？

￭西化的衝突與掙扎
西方的科技、軍事力量
物質主義、媒體（價值觀）



近代伊斯蘭宗教改革運動

教派的發展
 繼承權之爭：遜尼派／什葉派
 神秘主義的影響：蘇非派
 返僕歸真運動：原教旨主義
※遜尼派85%，什葉派10%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Islamic fundamentalism

 又稱「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或｢返僕歸真｣運動。
 主張回到起初的伊斯蘭教精神與教義，根據

《可蘭經》來嚴格管理個人和社會生活。
 被視為對西方文明及世俗自由社會的挑戰。



蓋達組織 al-Qaeda

 意為「基地」，又稱基地組織ةدعاقلا
 賓拉登1988年成立，極端保守的遜尼派瓦哈比教派
 宗旨:「動員全世界的穆斯林發動全球聖戰」，對抗西

方強權。

1998年 美國駐肯亞大使館遭汽車炸彈襲擊
2001年 911恐怖攻擊事件
2005年 倫敦連環爆炸案
2011年 5月2日，賓拉登遭到美國海豹部隊刺殺身亡
2015年 法國查理周刊總部槍擊事件



IS伊斯蘭國
The Islamic State

ةلودلا ةيمالسإلا

活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原教旨主義瓦哈比派。
領袖｢巴格達迪｣自封為哈里發。
致力於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是敘利亞內
戰反政府的主要聖戰組織之一。



為什麼這些極端伊斯蘭組織
吸引許多人加入？

(一)社會因素
長期對政府、政黨與社會現狀的不滿…

(二)宗教因素
在原教旨主義「回歸可蘭經與聖訓」當中，找到一個
改變現狀的神學理論基礎。

(三)心理因素
暴力和恐怖行動被昇華為正當化、神聖化。



社會改革運動～民主化
阿拉伯之春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
影響所及，敘利亞、葉門、利比亞、伊拉克、蘇
丹、黎巴嫩、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民眾紛紛走上
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體制。



社會改革運動

～西化的衝突與掙扎～



難民悲歌…

逃出人間地獄
陷入難民圍城



面紗之下：沙烏地婦女的現代掙扎



穆斯林的移民與移工



台灣

穆斯林移工與學生



穆斯林歸主浪潮

歸主浪潮運動的定義: 同一地區至少有100家教會建
立，或超過1000名信徒受洗。

公元2000年之前全球穆斯林歸主浪潮只發生過11次。

2000-2012年之後，世界各地伊斯蘭地區發生
超過69次歸主浪潮運動



問題討論
• 這十幾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是如何變化的？它又是如
何保持本色的？它曾面臨獨特的挑戰是什麼？

• 事過境遷，基督教是如何調整以適應時空的變化？它
是否需要更多的改變一點，為了在全世界傳播繁殖，
抑或是需要更少的改變，為了保持其純正性和統一性？

• 穆斯林怎樣看待基督教內部的許多支派？我們怎樣才
能促進基督教的統一，而不陷入教條主義？請看哥羅
西書1:9～14和3:12～17。



當下耶穌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加廿三34a



不住禱告

求主憐憫赦免全地，為穆斯林百姓掀
去蒙蔽的帕子，脫離假先知的信息綑
綁，早日回歸主耶穌——就是愛子的
國度，免去戰亂變動、流離失所，恢
復一切秩序。感謝主，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