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蘭教X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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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可以輕易把中東地區與伊斯蘭教連

結起來，但其實單在東亞，就居住著上億

的穆斯林。他們有著多元的民族背景，用

諸多方式實踐著伊斯蘭信仰。

穆民人口 2,590,176

佔總人口 4.8%

緬甸

泰國
穆民人口 5,913,025

佔總人口 8.5%

中國
穆民人口 28,385,700

佔總人口 2.0%

越南
穆民人口 578,280

佔總人口 0.6%

菲律賓
穆民人口 5,182,032

佔總人口 4.8%

柬埔寨
穆民人口 361,570

佔總人口 2.2%

新加坡
穆民人口 692,160

佔總人口 12.0%

汶萊
穆民人口 281,295

佔總人口 66.5%

馬來西亞
穆民人口 17,781,786

佔總人口 55.8%

印尼
穆民人口 221,078,059

佔總人口 82.1%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OMF 23561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62號3樓 ◆ (02) 2240-1865 ◆ www.omf.org.tw ◆ tw.hpa@omfmail.com ◆ 版權所有 ◆

Express
內地會

雙月刊 /2020年4月/第     期38
<直到地極>系列之二：東南亞穆斯林



I國是個文化多元、物產富

饒的年輕國家。居住在這裡的穆

斯林人口（約2.2億人）是世界之

最，境內未得之民多達200個群

體。這裡的基督徒（約3,400萬

人）也是東南亞國家中最多的，

然而除了少數以基督教為主體的

地區，以及絕大多數為印度教徒

的B島外，穆斯林在這個國家佔

了壓倒性的優勢；不過普遍來說

這裡的伊斯蘭信仰是由民族傳

統、泛靈敬拜、文化禁忌，以及古

代傳說堆疊而成的。可喜的是，I

國的憲法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

米南加保人是I國境內第四

大族群，也是S島上的主要人口。

米南加保人是I國中最虔誠的穆

斯林族群之一，他們忠心地持守

著伊斯蘭教的「五功」，更有許多

人遠赴麥加朝聖。有些米南加保

人擔憂西方世俗主義的影響，於

是鼓勵族人在穿著、行為及信仰

上遵循更嚴格的伊斯蘭教規範。

越來越多女子開始戴頭巾，而用

阿拉伯語背誦《古蘭經》甚至成

為贏得就業或就學機會的前提

之一。

血漏的問題讓米娜十分蒼白、

面色疲憊，這也使她無法克盡宗教

和婚姻的責任。幸好自從看巫醫之

後她的血漏便止住了。放下一顆懸

著的心，她終於可以開始彌補那些

錯過的禱告和必要的禁食，好使

她避免從阿拉而來的咒詛。

作為西S島上七百多萬米南加

保人中的一員，在這個母系社會

裡，通常丈夫只是妻子娘家的一位

「客人」，使她有機會不像其他被

穆斯林拋棄的妻子一般經歷痛苦

的結局。但如果仍不能生孩子的

話，她的婚姻還能持續多久呢？她

的丈夫是很愛她，但是親戚們已經

開始相勸，叫他再

找一個妻子。

I 國

B國的馬來人口大多屬於遜

尼派穆斯林。B國是個伊斯蘭國

家，而伊斯蘭教是馬來人有義務

奉行的宗教。國內的宗教事務部

積極且嚴格地監管著穆斯林是

否恪守伊斯蘭教，也監控國內其

他宗教的活動。教育部也在各教

育階段大力推廣伊斯蘭教育，以

達全國伊斯蘭教化。

基督徒與外國宣教士在此

地作見證或工作是不被允許的。

雖然基督徒可以皈依伊斯蘭教，

穆斯林卻嚴禁叛教。縱使憲法保

障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

請為I國禱告：
◆祈求穆斯林夫婦能被

耶穌吸引並決意跟隨

祂，並能夠明白「離開

父母、持守忠貞和成為

一體」中的屬靈智慧。

◆祈求在三種文化—伊

斯蘭文化、傳統文化和

西方文化—中掙扎的

I國年輕人可以去尋找
真理。

古蘭經
THE QUR’AN
穆斯林相信古蘭經是真主

阿拉向先知穆罕默德啟示

的話語。在一般室內，古蘭

經書會受到高度尊敬並妥

善存放，其地位遠高於所有

物品。

B 國

OMF國際編輯組報導



的活動卻被當局監控。向穆斯林

宣教是違法的。在B國只有少數

的馬來族基督徒，他們的身份一

旦被發現必將受迫害。

阿德琳出生在M國，但在年

幼時就被一個小而富裕的B國馬來

家庭收養。當阿德琳成年的時候，

她的穆斯林群體為她介紹了一個

丈夫。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除草工

人，無法付給她很大一筆聘金，所

以她的繼母不同意他們結婚。

阿德琳沒有其他的親人和監

護人，因此她身處痛苦的困境，直

到她的穆斯林群體為她籌辦了婚

禮。她的鄰居把房子借給她，為她

請了清真寺裡的教長來主持婚禮。

他們還為賓客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好讓阿德琳不至於丟臉。

烏瑪 UMMAH
穆斯林的全球群體被

稱為烏瑪，在其中

無論語言、文化或

所處地點，穆斯林

都視彼此為弟兄或

姐妹。

M國種族多元，涵括了馬來

人、華人、原住民、印度人以及海

外移民。掌握政治優勢的馬來

人長期在教育、經濟和宗教等

領域拓展對其他非馬來人的影

響力，而勢力增長中的穆斯林基

本教義派政治家也常挑起國民

間的分歧，加劇種族及宗教上的

張力。

馬來人身份意味著生來就

是穆斯林。在這個國家的西部地

區，官方及主要宗教是遜尼派 ; 

然而在東部地區，信奉伊斯蘭教

的卻是少數。雖然國家憲法保障

了宗教自由，但實際上身為馬來

人是無法脫離伊斯蘭教的。近

20年來，M國官方政策致力於優

惠穆斯林，試圖促成華人、印度

人，以及特別是生活在東部的原

住民皈信伊斯蘭教。感謝神，在

東部原住民當中，教會長期有顯

著的成長。目前M國的宣教重心

放在神學教育、培訓未來的教會

領袖並挑旺更多M國基督徒全

職投入神在東亞的宣教使命。

侯賽因是M國九百萬馬來人

之一，他十分重視他的家庭、信

仰和文化。最令他擔心的是大兒

子伊斯梅爾，因為他的朋友們正

在偷嚐毒品和酒精，並經常逃避

星期五的禮拜。

侯賽因想讓他兒子行在正道

上。侯賽因的兄弟是名警察，曾說

伊斯梅爾遲早有一天會被警察找

上門，給家人帶來不堪忍受的恥

辱。他非常擔心兒子的行為，怕

他因此無從進入天堂。

M 國

請為M國禱告：

◆為年輕的馬來人能走上那多結

果子的生命之路。

◆許多M國人在海外留學，求主使

他們因此尋見基督，並在返國後

仍能持守信仰。

◆禱告M國基督徒願意回應呼召，

加入海內外跨文化宣教的行列。

問安 GREETING
全球穆斯林見面與道別時普遍使用阿拉伯式問

安，在某些國家也同時使用當地的語言版本。如

As-salāmu ‘alaykum是「願你平安」，Wa‘alaykumu 
s-salām是「也願你平安」。

請為B國禱告：

◆為像阿德琳這樣的人禱告，如果他們要離開所屬社群來跟隨真正

的天父、並成為祂的兒女，得付上極高的代價。

◆B國大學生會去到M國、澳洲和英國等國家留學。願當地的基督徒

能接待他們，好創造更多聽見基督福音的機會。也求神幫助那些

在海外信主者返國後仍然委身於基督。

你知道嗎？
 馬來人(Malay)≠馬來西亞人(Malaysian)！馬來人廣泛分佈於東南亞馬來半島、印
尼、新加坡、汶萊以至菲律賓等區域，主要為溫和派穆斯林。



齋戒月在台灣

「我家的外勞若成天禁食，還能好好工作嗎？」與穆斯林移工有著相近背景的我聽過不

少這類的疑問，包括移工能否集中體力精神工作、萬一因此生病誰來替補，還參雜許多其他

疑惑。但由於與移工溝通困難，或為迴避宗教敏感話題而問不出口，結果採取的對策往往是

不許移工守齋戒月。這對那些敬虔的穆斯林造成很大困擾，因為齋戒月期間執行的禁食及克

制慾望，是他們與阿拉間關係復合的重要程序。

我想這其實反應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身為雇主或接待者的我們是否與這些飄洋

過海的移工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關係。雖然勞雇雙方都需要磨合適應，但由於移工配合雇主

的家庭模式必須學習新的語言及生活習慣，使得雇主容易假定移工的生活樣貌與自己並沒有

太大歧異，以致忽略對移工更設身處地詢問及傾聽。

不僅是雇主，身為雇主家庭的一員，甚至只有到教會才有機會接觸到外籍移工的你，曾

否期待有機會向穆斯林見證基督？我想鼓勵你，有多位穆斯林朋友曾說相較其他非基督徒雇

主，他們感受得出基督徒家庭及教會對他們友善許多。由此可見，你確實可用具體的關懷行

動影響移工的生命！既然齋戒月即將來臨，不妨主動詢問他們打算如何進行、有何顧慮及考

量，並一同找出解決辦法或表達理解、提供支援。台灣政府也鼓勵雇主這段期間不強迫移工

進食，只要從旁關心身心狀況，並可安排在開齋節給予休假，以便參加禮拜一解思鄉之情。這

都是很棒的建議！

問題或許不是穆斯林移工守齋戒月會不會影響工作，而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真正愛

他們。哥林多前書13章愛的箴言可作為一面鏡子，映照出真正愛人的心。

一位東南亞籍在台基督徒所筆

一窺齋戒月

齋
戒月在你住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呀？」這個嘛，白天的工作時

間，街上會比平常安靜許多，因為大家都想要窩在有冷氣

的商店和辦公室裡，盡可能保存體力。但午後就不一樣了，所有

人都趕著回家，而且常順道在齋戒市場買美食帶回去，像咖哩、

各式小吃、糕餅點心等。不久後街道又會變回空盪盪的，因為大

家都在家裡餐桌前或餐廳裡靜候—等待傍晚七點十五分左右

的祈禱鐘聲響起，其後就是開齋的時刻。晚餐時間幾乎是齋戒月

裡人們唯一的社交機會，然而沒有多少餘裕可以讓大家飯後閒

話家常，因為又得趕緊收拾，準備晚上八點半最後一次的祈禱。

清真寺周邊的街道和裡面的禱告殿常常擠滿人，為要參加特

別的晚禱，據信參加齋戒月晚禱會產生額外的功德。正因如此，

平時不到清真寺禱告的女人們會帶小孩前來，和男人們分別進

行晚禱。齋戒月中我們能為穆斯林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更多為他

們禱告。

一位住東南亞的基督徒專業人士所記

「

拉馬丹
RAMADAN
齋戒月（拉馬丹）期

間，穆斯林自清晨

至日落禁食。這段

期間被看作專注於

祈禱及誦讀古蘭經

的靈性操練時光。

每年齋戒月日程乃

隨伊斯蘭曆而定。

看
見
拉
馬
丹



橋一宣教士 在台服事香料房僑居穆斯林

（一）關於化名二三事

我取了「橋一」作為化名，

期許自己如同一座橋，搭起我

服事的穆民聽聞福音的機會，

期望在基督裡合一。我即將服

事的族群來自全世界最多穆民

的國家，並且盛產珍貴香料，

於是我稱其為「香料房」。香

料房是不允許公開傳福音的

「創啟地區」（Creative Access 

Nations），雖然我未來將留在

宗教自由的台灣服事，但因服

事對象都是來自香料房的穆

民，為了事工長期推動的安全，

就需要化名作為遮蓋和保護。

怎麼區分我的雙重身份？

1.私人關係中：使用真名，毋需

主動向人介紹我的事工

日常生活與我互動時，請

維持原本對我的稱呼，不需要

特別更換成化名，更請不要公

開（尤其是向香料房的穆民）介

紹：「〇〇就是那個橋一喔！」

或者「〇〇就是那個關心△△

國的宣教士啦！」這些善意都可

能讓福音朋友認定我就是來傳

福音的，進而阻礙友誼的建立。

未來我仍用私人身份，而不是

「橋一」來與香料房穆民接觸。

2.公開分享時：使用「香料房的

橋一宣教士」

然而，在公開場合分享香

料房的各項事工

時，請一律使用

「橋一」來稱呼，

避免提及我的本

名。簡言之，唯一

改變在於公開的事

工分享就算在「橋

一」這人身上，而不

是我身上！

 

（二）事工介紹：「在台灣

關懷創啟區僑居者」

我 加 入 的 是 D R M 事 工

（Diaspora Returnee Ministry，

散居海歸事工），將長期在台

灣關心將來預期會返回母國的

穆民，也就是來自香料房的僑

民如留學生及移工等。基於我

的服事工場就是我的差派國家

（我的家鄉國台灣），所以白話

來說我的身份就是「在家鄉的

跨文化宣教士」。在我前頭有兩

大挑戰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

1. 身份認同挑戰

想到「宣教士」雖不免會與

「海外宣教士」直接連結，請毋

需再問我什麼時候要「出發」，

若一直在台灣看到我也不用驚

訝。雖然留在家鄉，但我跟海外

宣教士的訓練過程是一樣的。

然而，由於先生仍在職場工作，

未與我一同加入服事，所以我

在地千里橋相連

難以赴香料房長時間學習新語

言。一般來說，語言與文化是需

浸泡的，但我因家庭因素會留

在台灣學習香料房語言，這是

其中一大挑戰。

2. 文化及裝備挑戰

我和服事的對象存在很多

差異，至少有國家文化及語言

差異、信仰差異、階層文化差異

等，需要跨越與對話。頭兩年

我將進行一系列課程，包括香

料房相關語言、文化、宗教及英

語（差會國際溝通語言），並且

繼續接受福音與門徒訓練。所

以我至少得花兩年專心學習如

何服事香料房穆民，不會馬上

投入事工開展。

「在家鄉」的「跨文化」宣

教，對我、差派教會以及差會都

是一項新的嘗試，希望大家共

同關心、禱告、行動參與，陪伴

我走這一條新路！

Letter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20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85,619 885,619 人事費用 739,971 739,971

宣教士奉獻 3,948,570 3,948,570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28,243 228,243

國際事工奉獻 278,728 278,728 宣教士及國際事工奉獻轉出 4,227,298 4,227,298

收入合計	:	 5,112,917	 5,112,917	 支出合計	:	 5,195,512	 5,195,512

1-2月餘絀	:	 	 -82,595	 年度累計餘絀	:	 	 -82,595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

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子版本，可掃描右方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comm@omfmail.com

內地會網頁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宣教聚會 (2020年4月～2020年6月)

	 日期		 時間

 4月13日(一) 19:00-20:30

 4月27日(一) 19:00-20:30

 4月28日(二) 19:00-21:00

 5月 4日(一) 19:00-20:30

 5月25日(一) 19:00-20:30

 5月26日(二) 19:00-21:00

 6月8日(一) 19:00-20:30

 6月29日(一) 19:00-20:30

 6月30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疫情中的大和心（雅琍、黛均宣教士）

東北亞禱告小組：隱蔽的王國

P4M（為穆斯林禱告）：齋戒月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西曆2020年的福音戰士－日本教會面面觀

（東亞北區主任菅家宣教士夫婦）

內地會月禱會：和諧世界（沙崙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蓋頭下的內心世界（蒙愛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盛開吧！南國之櫻（菊地彩子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神依然在工作（愛兒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愛你的鄰舍

地點

線上禱告會：
請預先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暫定）

內地會辦公室（暫定）

靈光堂（暫定）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近捷運善導寺站）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齋戒月開啟的前一晚對我的穆斯林鄰居

來說是重要時刻。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期待的

氣氛，畢竟為接下來特別的一個月，他們已

經引頸企盼好幾個禮拜了。

有些人會收看電視上的齋戒月特別節

目，這節目將持續整個齋戒月	 ;	每晚賣開齋

小吃的商家會忙著為隔天備料，家家婦女也

正仔細確認封齋飯（日出前迎接整天禁食的

第一餐）的食材準備好了沒有。也有人會打

電話給年紀比較大的親友，確保他們記得隔

天要開始齋戒。

2020年齋戒月是4/24（五）～5/23（六），

請預備心一同以禱告守望！

封齋前的那一晚	＠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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