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未来全人类的宗教 

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苏海米 

把伊斯兰命名为“未来全人类的宗

教”，这是否合适呢？首先，让我们

看看它之所以能吸引现代人的原因，

或者应该这样说，现代人需要它提供

方法来解决现今社会道德问题，前文

我们已经探讨过伊斯兰的独一论，它

在道德上的引导，并教导我们从极端

中取得平衡，以及家庭对酗酒、毒



 

 

 

品、赌博以及罪行所持的态度。最后

又提及伊斯兰提倡种族应和平共处。 

https://islamhouse.com/5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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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五）强调家庭的重要性  

o 以下是伊斯兰家庭的基本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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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伊斯兰与现世的关系 

Œ一些认为“宗教”一词是由人创造

出来的，目的不外是寻求心灵上的慰

籍或达到对社会某方面的控制。马克

思主义认为“宗教”是迷信，是个人

的意想。 

•基本上所有的宗教均相信至高无上

的主宰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而人类

要对今世的行为负责，死后，他们会

受到应得奖赏和惩罚。这是所有的宗

教通过不同形式而传递的同一信息。 



 

 

 

Ž在过去的五十至一百年里，人类只

有一种倾向，就是要脱离宗教信仰及

实践，这是由于人们思想上的改变及

相信宗教是不合乎自然科学。对很多

人来说，这些转变只不过是人类不再

追求灵性上的满足，而转向追求世俗

的生活方式。 

但是，时移世易，现在的情况又有了

转变，那些满以为人生没有宗教信仰

便是最好的人，开始体验到这种思想

带来的内在的空虚，亦亲眼看到这种

思想对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及道德观造

成的灾难性结果。所以，人类又再次

开始寻找一种信仰，好使他们的心灵

能得到满足，好使社会能够重新的恢



 

 

 

复秩序。有些西方人尝试去探讨东方

的宗教及不同的新信仰，有些东方人

则转信了基督教，有些人——包含东方

人与西方人——则尝试归信他们父母的

宗教，却发现有很多要点都不能接

受。 

在这富有求知性的热潮里，我们应竭

尽所能将最正确、最完美的伊斯兰信

息带给人类，以便使那些不了解伊斯

兰的人，有机会考虑及接受伊斯兰这

一天启的宗教。 

安拉[①]在《古兰经》中说： 

يِن ُكل ِِه َولَْو َكِرهَ الُمْشِرُكوَن] ا ِ ِليُْظِهَرهُ َعلَى الد ِ لتوبة آية: ُهَو الَِّذي أَْرَسَل َرُسولَهُ بِاْلُهدَى َوِديِن الَحق 

(33]) 



 

 

 

【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

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

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②]所以

我们深信此事必会成真。在此，我希

望展示出伊斯兰的部分优点，而这些

优点，我认为是对现世的人非常贴切

及吸引的，亦能拯救现世的。 

 伊斯兰——未来全人类的宗教 

为了能知道未来，人们往往求助于预

言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人公麦克

句曾向预言家说：“你们能否说出哪

些种籽可以成长，哪些又不可

以……。” 



 

 

 

时至今日，人类仍然依靠各种假设，

把掌握到的有限资料输入电脑，做出

各种不同的推测。 

由于资料“不足”，因此所作的推测

未可尽信。例如对于未来天气的推

测，虽然人们拥有先进的科技，但对

于未来天气的变换，仍然不能做出准

确的报告。 

可是穆斯林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伊斯

兰将会凌驾于各个宗教之上的，因为

全能的真主在《古兰经》中清楚的说

明： 

يِن ُكل ِِه َولَْو َكِرهَ الُمْشِرُكوَن] ا ِ ِليُْظِهَرهُ َعلَى الد ِ لتوبة آية: ُهَو الَِّذي أَْرَسَل َرُسولَهُ بِاْلُهدَى َوِديِن الَحق 

(33]) 



 

 

 

【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

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

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③] 

1936年，大文豪萧伯纳曾做出大胆的

预言说法：“穆罕默德所宣扬的宗

教，将会为‘明日’的欧洲所接

纳。”何谓“明日”，他并没有做出

确切的说明。为了求证伊斯兰的传播

是否为世界性、连贯性，我们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看： 

Œ以现代的眼光与情况去研究伊斯

兰，为什么它可以吸引群众； 

•何种因素驱使伊斯兰逐渐复苏； 



 

 

 

Ž哪些因素阻碍了伊斯兰的传播及解

决的方法。 

 甲：能吸引世人的伊斯兰特征 

（一）严格信仰独一的主 

现今的人有机会受教育，获得知识，

不再相信古老的多神教，不再相信这

些凭空想象的信念，对于这些信念，

现今的人只会因好奇或考古而去探讨

一下，但已不会再相信这些宗教，无

论在非洲或亚洲，这些多神论的信仰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很多的年轻人

不再相信这些论调。 



 

 

 

世界上宣扬最广的宗教——基督教——亦

面临着同一种命运，这实在令某些人

感到奇怪。很多的基督徒不再去教

堂，很多的更不相信“耶稣是神性

的”这一重要观念。这类人在统计中

仍算是基督徒，但在教会的标准而

言，他们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基督信

仰。这些人知道，不再相信多神论

了，所以他们不能再接受“三位一

体”的说法，他们已超越了那种信

仰。 

但是，当这些被人问及信不信造化天

地万物的主宰时，超过七成以上都肯

定的回答：“信”。他们亲眼看到宇

宙的种种征兆，看到天地间美好的一



 

 

 

切，与及生命的奥秘，他们都深信造

物主的存在。 

这个由看宇宙万物及生命的奇妙而产

生信念的过程，在《古兰经》中亦有

提及： 

ى ُكل ِ َشْيٍء هُ َعلَ َسنُِريِهْم آيَاِتنَا فِي اآلفَاِق َوفِي أَنفُِسِهْم َحتَّى يَتَبَيََّن لَُهْم أَنَّهُ الَحقُّ أََو لَْم يَْكِف بَِرب َِك أَنَّ 

 ([53َشِهيدٌ]فصلت آية: )

【我将在四方和在他们自身中，把我

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直到他们明白

《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

见证万物还不够吗？】[④] 

这些西方的“基督徒”所相信的独一

主宰，完全出自他们的自发性，在穆

斯林看来，正是人类回归到最正常的



 

 

 

宗教信念。《圣训》中曾记载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一席

话：“每个婴儿都出生于真主所创造

的天性之中，然后他的父母使他成为

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或拜火教

徒。”[⑤] 

那些不再相信基督教而信“独一的主

宰”的人，亦未就此感到开心或得到

灵性上的满足，因为单是信主的存在

未能解决他们心中的疑问、忧虑，亦

未能使他们在紊乱的二十世纪里得到

指引。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寻找宗教

信仰所能给予的肯定、希望及安慰，

但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有些人则

去尝试不同的东方宗教及其思想。 



 

 

 

如果他们遇到一个信仰，是确定他们

所信仰的主的存在，而没有要求他们

去相信其它不可置信或不合情理的推

断时，他们很容易就会接受这种信

仰。而伊斯兰，推崇最纯洁的信主独

一的观念，能够达到这种要求。他们

会发现伊斯兰其它方面的优点，令他

们思想及心灵得到满足。 

 （二）有理性、讲理由 

有些宗教的特点，是要求信徒无论明

白与否都要有信念。 

在我们的这个世纪，人类从孩提时代

就已习惯运用宣判力及讲理由，人们



 

 

 

曾觉得盲目相信一些事，实在是很奇

怪，他们不明其中原由。 

相反，转向伊斯兰的人都会在《古兰

经》的章节中，发现很多的章节，鼓

励人们用他们的理性去思想和反省，

而不应相信无稽之谈。 

َواْلفُْلِك الَتِي تَْجِري فِي البَْحِر بَِما يَنفَُع إِنَّ فِي َخْلِق السََّمَواِت َواألَْرِض َواْختاِلِف الَلْيِل َوالنََّهاِر 

اٍء فَأَْحيَا بِِه األَْرَض بَْعدَ َمْوتَِها َوبَثَّ فِيَها ِمن ُكل ِ دَ  ُ ِمَن السََّماِء ِمن مَّ ابٍَّة النَّاَس َوَما أَنَزَل َّللاَّ

ِر بَْيَن السََّماِء َوا يَاحِ َوالسََّحاِب الُمَسخَّ ألَْرِض آليَاٍت ل ِقَْوٍم يَْعِقلُوَن]البقرة آية: َوتَْصِريِف الر ِ

(164])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利人航

海的船舶，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借

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并在大地上

散布各种动物，与风向的改变，天地

间受制的云，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

此中确有许多迹象。】[⑥] 



 

 

 

 ([80)ُهَو الَِّذي يُْحيِي َويُِميُت َولَهُ اْختاِلُف اللَّْيِل َوالنََّهاِر أَفاَلَ تَْعِقلُوَن]المؤمنون آية: 

【他使死物生，使生物死，昼夜的更

迭由他主持。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⑦] 

《古兰经》强调了伊斯兰这一独特的

讯息： 

ِ َعلَى بَِصيَرةٍ أَنَا َوَمِن اتََّبعَنِي]يوسف آية: )  ([108قُْل َهِذِه َسبِيِلي أَدُْعو إِلَى َّللاَّ

【你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号召人

们信仰真主，我和随从我的人，都是

依据明证的……”】[⑧] 

再者，单凭“信念”，伊斯兰认为是

不足以达到得救的地步，这信“信



 

 

 

念”还需要演变成善行才有价值。真

主在《古兰经》中这样说： 

ِمن قَْبُل أَْو أَْو يَأْتَِي بَْعُض آيَاِت َرب َِك َيْوَم يَأْتِي بَْعُض آيَاِت َرب َِك الَ َينفَُع َنْفساً إِيَمانَُها لَْم تَُكْن آَمَنْت 

 ([158َكَسبَْت فِي إِيَمانَِها َخْيراً]األنعام آية: )

【或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的降临。你

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临之日，凡以前

未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

在那日，即使信道，也无益了。】

[⑨]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 َوتََواَصْوا اِلَحاِت َوتََواَصْوا بِاْلَحق   َواْلعَْصِرإِنَّ اإِلنَساَن لَِفي ُخْسرإاِلَّ الَِّذيَن آَمنُوا َوَعِملُوا الصَّ

ْبِر]العصر آية: )  ([3-1بِالصَّ

【以时光盟誓，的确，所有的人都是

在亏折之中，惟信道而且行善，并以



 

 

 

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

然。】[⑩] 

由此可见，伊斯兰是一个笃信及行善

相提并论的宗教，而且人们不应盲目

的去信主，相反地，人们应要真正理

解及明了所信的才对。 

 （三）道德行为的指引是由真主所

定 

道德标准是令当代人感到迷乱的另一

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道德价值

观简直变得本末倒置：五十年前被认

为不合道德的事现在变得普通而合情

理，人们开始感到很难在一个没有良

好道德风气的环境下带大孩子。 



 

 

 

国际巨星声名狼藉的颓废生活，助长

道德沦亡。一些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

事，今天却被形容为时髦的生活方

式，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由

于缺乏群众的支持，教会面对这一切

的冲击，显得束手无策。另一方面，

神职人员害怕被人们嘲笑头脑保守古

旧，因此，对这些事情一律采取宽容

的手法。 

但是伊斯兰却持有坚定的宗旨与立

场。 

在伊斯兰社会，对于道德行为的看法

并不是随随便便或不清楚的，反之，

伊斯兰有着不同的律法管制各个方面



 

 

 

的道德行为，举例说：酗酒及通奸——

这两项令社会治安不宁的大毛病——在

伊斯兰律法底下都要受极重的处分，

伊斯兰不会理会什么叫着“浅尝”，

喝了酒就是喝了酒；无论通奸者多么

恩爱，通奸了就是通奸了。 

除此以外，在《古兰经》和《圣训》

中亦有诸多经训提及穆斯林应有的道

德行为，包括对父母、妻子、丈夫、

小孩、亲属、邻居、长者、宾客、旅

行者、陌生人、病者、穷人、甚至细

小如蚂蚁等各生物。 

依照伊斯兰的道德准则，穆斯林还应

做好一些指定善行，在《古兰经》



 

 

 

中，一个穆斯林社会应该有以下的精

神，真主在《古兰经》说： 

ِ]آل ٍة أُْخِرَجْت ِللنَّاِس تَأُْمُروَن بِاْلَمْعُروِف َوتَْنَهْوَن َعِن الُمنَكِر َوتُْؤِمنُوَن بِاَّللَّ عمران  ُكنتُْم َخْيَر أُمَّ

 ([110آية: )

【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

民族，你们劝善戒恶，确信真主。】
[11] 

言下之意，穆斯林有责任去主动的维

持社会的良好风气，防止歪风邪气的

产生，我们不能任凭部分人做一些危

害社会及有伤风化的事，我们对与这

方面不能采取“自由市场”的无监管

态度。 



 

 

 

再者，这责任不单只是统治者及立法

者的责任，根据《圣训》记载，每一

个穆斯林都要尽力而为去劝善戒恶。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你们任何人看见罪恶之事，都

当用手去制止之，如果他无能为力，

当用嘴去制止之，如果他还是无能为

力，当用心去憎恶之，那属于最弱的

信仰。”[12] 

这种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在各阶层

中，人人都尽力止人作恶，加上伊斯

兰道德行为上的所制定的律法及管

制，形成了一个道德行为的指引，这

种指引，正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在

社会里，要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及道



 

 

 

德观念，是非常困难的，它们没有明

确的道德观念，而这些所谓民生的社

会又不肯接受宗教里面的道德权威，

在这些社会里，“对”与“错”纯粹

是一种个人意见，或是一种由传播媒

介鼓吹而成的风气；或是选举中以拉

票形式而又以多票胜出等所谓的民主

手段。 

伊斯兰不但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引，还

列出善与恶的不同等级，这些道德标

准是由早期的伊斯兰发法律家根据

《古兰经》和《圣训》而定的，明确

指出哪些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被禁

止的，哪些是可或不可遵守的。 



 

 

 

这一切都为穆斯林的道德行为定下范

畴，当然，这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受败

坏风气所影响，因为人类总有软弱的

时刻。 

所以，那些觉得对于道德观念的看法

不知所措的人，在伊斯兰里又可以找

到他们所追寻的一套生活方式——一套

以真主所启示的、有道德标准及有系

统的生活方式。 

 （四）能平衡各种极端 

现代人体验了无宗教及放纵的生活

后，转而积极地寻求宗教的庇护。他

们并不接受东方宗教所提倡的苦行与

避世，他们心目中宗教是能教导他珍



 

 

 

惜大自然的美丽、珍惜朋友与伴侣间

的关怀、以及享受平淡的生活和小孩

子带来的乐趣。 

伊斯兰把现世的生活和后世连接起

来，使他们得到平衡。除了伊斯兰，

没有任何的宗教拥有这种特性。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当为今世工作，犹如你将永远的

活在这世上；你当为后世做好准备，

犹如你在明天死去。” 

这种观顾到俗世生活的美好，同时又

使精神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不走极端

的特性，可见另一段《圣训》中描述

了欧斯曼曾发誓要每晚整夜礼拜，不



 

 

 

睡觉，常年封斋，不开斋，永不结

婚，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告诫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指主发誓，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害怕

真主、都更敬畏真主，但我礼拜，我

也睡觉；我封斋，我也开斋；我也结

婚，谁违背我的圣行，谁就不属于我

的民众。”[13] 

在《布哈里圣训集》中收集了这样一

段《圣训》，穆圣（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走进清真寺时，发现有根

绳子拴在两根柱子上，于是问道：

“这根绳子是干什么的？”有人说：

“是圣妻宰仪乃布礼拜用的，以便在

她礼拜中累了或者体衰时，她抓住



 

 

 

它。”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绝不然，解除它，你们应

把礼拜视为愉快的事情，疲倦时就要

休息。”[14] 

从上述的《圣训》可以看出，我们既

要顾及性灵上指示，也不可以抛弃我

们在世上的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

额外的精神修炼亦不可以过分。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宗教是让容易的，不要过于苛

刻以致于把宗教变成坟墓。” 

伊斯兰的目的是助人寻求生活上的平

衡，免人流于极端，真主在《古兰

经》中说： 



 

 

 

ُسوُل َعلَْيُكْم َشِهيداً]البقر ةً َوَسطاً ل ِتَُكونُوا ُشَهدَاَء َعلَى النَّاِس َويَُكوَن الرَّ ة آية: َوَكذَِلَك َجعَْلنَاُكْم أُمَّ

(143]) 

【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

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
[15] 

在伊斯兰里认为，今世不是邪恶，而

是真主的美好创造，人有权享用真主

供给的一切合法的东西，真主在《古

兰经》中说： 

ْزِق قُْل ِهَي ِللَِّذيَن آَمنُوا فِي ي ِبَاِت ِمَن الر ِ ِ الَتِي أَْخَرَج ِلِعبَاِدِه َوالطَّ َم ِزينَةَ َّلل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قُْل َمْن َحرَّ

ُل اآليَ   ([32اِت ِلقَْوٍم يَْعلَُموَن]األعراف آية: )َخاِلَصةً يَْوَم الِقيَاَمِة َكذَِلَك نُفَص ِ

【你说：“真主为他的臣民而创造的

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

享受呢？”你说：“那些物品为信道

者在今世所共有，在复生日所独享



 

 

 

的。”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

切迹象。】[16] 

那些有佳美衣饰的人应穿着它，以便

对真主感恩，（当然不能借此炫耀和

自豪）。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心中有尘埃大一点骄傲

的人，不能进入天堂。” 有人问：

“一个人喜欢衣服漂亮些，鞋子漂亮

些呢？”使者说：“真主是优美的，

他喜爱美好的事情，而骄傲是拒绝真

理和藐视他人。”[17] 

由此观之，伊斯兰同时给我们提供一

个宗教和一套适合全人类的生活方

式，而不是只为一小撮宗教狂热者



 

 

 

的。它给人定下基本的宗教责任：礼

拜、斋戒、天课、朝觐和善待他人，

如果在这些基本责任之上多做一点

时，我们可做一些“副功”，尽管如

此，做“副功”也有一定的法规和限

度，防止失衡和过当。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所提倡的平

衡，不但在心灵或生活上，推而广

之，是社会上的公平。伊斯兰允许私

人企业及自由企业的存在，而同时亦

鼓励社会上财富的流动与及照顾穷人

的需要。 

 （五）强调家庭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的一个惊人现象就是家庭制

度的崩溃，今日的年轻人搞各式各样

的婚前性行为，例如同居而不结婚

等。离婚影响了很多家庭，使儿童失

去温暖的家，儿童被虐待的案例增

加，导致他们日后变成问题青年。 

要想出一个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案

实在很困难，尤其在现今的社会体制

下更是不可能，只有在伊斯兰的制度

下，问题才能得到完美的解决。伊斯

兰是世上唯一的宗教和思想体系：它

拥有足够的能力、愿来自于真主的正

道和权力达至人类自发性的改造和接

受其严谨的规律。 



 

 

 

 以下是伊斯兰家庭的基本规例： 

1、服从和尊敬父母及长者； 

2、父母对子女的成长须强加照顾和

关怀，特别是道德教育； 

3、鼓励婚姻生活； 

4、子女的婚姻须得到父母的同意

（当然亦须得到子女的同意）； 

5、提倡朴实的服饰和端庄的行为，

以防止性的诱惑； 

6、不赞成男女不必要的杂处； 

7、严禁婚前性行为、通奸和同性

恋；违者将遭受法律制裁； 



 

 

 

8、不赞成离婚，如出现婚姻危机，

由双方家庭协同调解； 

9、对家庭中的长辈须加照顾； 

骤然看来，以上的家庭规律可以说是

不受年轻人欢迎的。不过，每样事的

得来都须要付出代价的，而要得到一

个稳定的家庭和社会，个人的行为须

受到若干的约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

就不能放纵。可是，所有这些都不是

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而只有人的信

仰得到改善，从家庭自发性地带头做

起，才可达到上述的目的。 

 （六）伊斯兰对酒精、毒品、赌博

及罪行的立场 



 

 

 

社会除了弥漫着各种不良风气外，醉

酒、犯罪、赌博也十分盛行，新的一

代为了逃避现实，便以酒精与毒品麻

醉自己，学生们也不能幸免，各种赌

博的玩意在娱乐场所与饮食中心，满

目皆是。 

一旦染上这些不良的嗜好，最终导致

受害者为了一己的私欲去铤而走险。

酗酒与吸毒，危害社会的安定，导致

婚姻的破裂，工作能力的丧失，交通

意外的发生，加重医疗机构工作的压

力。更甚者，导致性滥交以及各种色

情事业的泛滥。 



 

 

 

解决这些问题，立法机构所能做的便

是定下一些法规，如不可醉酒驾驶，

并向违例者提出控告。事实上，最好

的方法便是防患于未然，然而这只有

在伊斯兰的社会里才可办到，因为

《古兰经》的道德标准为法律所支

持。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ن َعَمِل الشَّْيَطاِن فَاجْ  تَنِبُوهُ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إِنََّما الَخْمُر َوالَمْيِسُر َواألَنَصاُب َواألَْزالُم ِرْجٌس م ِ

فِي الَخْمِر َواْلَمْيِسِر َويَُصدَُّكْم َعن لَعَلَُّكْم تُْفِلُحونَإِنََّما يُِريدُ الشَّْيَطاُن أَن يُوقَِع بَْينَُكُم العَدَاَوةَ َواْلبَْغَضاَء 

نتَُهوَن] المائدة آية: ) ِ َوَعِن الصَّالةِ فََهْل أَنتُم مُّ  ([91-90ِذْكِر َّللاَّ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

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

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

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真主，和谨守



 

 

 

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

吗﹖】[18] 

这两节经文在麦地那下降的当日，穆

斯林把所有储藏在家中的酒，毫不犹

豫地一桶一桶地倒出街外，是对伊斯

兰法规做出的回应。 

在今天，让社会人士意识到酒精与毒

品所带来的祸害（精神上与健康

上），让酒精与毒品的受害者尝试停

止或减少所服的分量。我们认为只有

伊斯兰才有这样的力量，杜绝这些祸

害的延续。 

 （七）种族共存 



 

 

 

伊斯兰吸引现代人的原因之一便是它

的种族和谐立场。 

曾被欧洲人占领的殖民地里，我们不

难发现世代相传的仇恨。亚洲、非

洲、美洲及澳洲的土著也曾经尝过被

歧视、被压迫的滋味，更甚者，欧洲

人还对他们进行过残酷的屠杀，欧洲

人视自己为优秀的民族，深信他们天

生是这世界的统治者。这样的信念，

在南非更为激烈。 

伊斯兰之所以优越于其它的宗教，其

中的原因便是它对这一问题有彻底根

治的办法。在《古兰经》和《圣训》

一次又一次重复提出，不可存有种族



 

 

 

优越的思想。真主在《古兰经》中

说： 

ن ذََكٍر َوأُنثَى َوَجعَْلنَاُكْم ُشعُوباً َوقَبَائَِل ِلتَعَ  ِ أَتْقَاُكْم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إِنَّا َخلَْقنَاُكم م ِ اَرفُوا إِنَّ أَْكَرَمُكْم ِعندَ َّللاَّ

َ َعِليٌم َخبِيٌر]الحجرات آية: )  ([13إِنَّ َّللاَّ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

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

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

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19] 

《圣训》记载：“你们中的优秀的是

那些敬畏真主与行为良好的人。” 

《布哈里圣训集》也有这样的记载：

“我嘱咐你们当敬畏真主，服从领



 

 

 

袖，即使是一位奴隶作你们的领袖，

你们也当服从。” 

如比俩里，他出身于奴隶，后被释

放，成为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宣礼

员，也是公共财富的监管人，任何须

要经济上的帮助，便要向他寻求。 

以上一切，足以证明伊斯兰提倡种族

平等。这是伊斯兰能够吸引那些受到

种族迫害以及那些希望粉碎种族主

义、部落主义的人的拥戴。因为这些

主义俱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 

事实上，现今的社会存在着很多问

题，人们极力需要指引，而伊斯兰确

为他们提供了答案。 



 

 

 

 乙：伊斯兰的推广 

今日伊斯兰的传播有多广，确实不易

估量，但从若干因素中，我们可以看

见伊斯兰的种籽已经撒播，并且正在

成长中。 

随着殖民统治者的没落，部分伊斯兰

国家已经苏醒。其中的原因，除了部

分人士重新弘扬伊斯兰的价值外，还

有曾到西方求学的青年，他们体验了

西方人在群居与心理上的不愉快，于

是便转向伊斯兰，研究伊斯兰在现在

社会的可行性。 

这些青年在完成学业后，返回自己的

原居地，展开传教工作，他们一方面



 

 

 

会与传统的传教者产生一些问题。另

一方面，他们却能和新一代互相沟

通，把伊斯兰的信息更有效地进行传

播。 

这些地方的教育、金融、法律、经济

以至社会，均受伊斯兰的影响。一些

优越的伊斯兰传教者，不但在清真寺

宣扬教义，还参与电台、电视、录音

带的制作，务求通过各种渠道，把伊

斯兰的信息传播出去。 

由于伊斯兰的不断成长，已成为西欧

第二大宗教，因此，在世界每一角

落，几乎都有穆斯林的存在。移居海

外的穆斯林，他们肩负起推广伊斯兰



 

 

 

的责任，把信息带给当地的居民，并

在当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及其它伊斯

兰机构，曾受良好教育的入教者，他

们凭着本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在

宣扬伊斯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国

家，以及在欧洲、中美、南美及印度

等地区的诸多国际，伊斯兰正开始复

兴。而在南非的穆斯林，他们摆脱政

府的压制，重新宣扬伊斯兰。 

其它导致伊斯兰复苏的原因，分别

是：国际性的伊斯兰会议、或研讨会

及工作会议，或定期性的刊物、杂

志、伊斯兰的书籍，以及与其它宗教

比较的录影带。除此之外，还有穆斯



 

 

 

林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能说流

利法语及英语，还有助于伊斯兰传播

及印刷了大量的伊斯兰书籍。使这些

书籍流传于北美、欧洲、法国、西印

度、亚洲及太平洋岛屿。 

最后所提的是伊斯兰妇女参与伊斯兰

的传播。由于她们有着同等的机会接

受教育，因此，她们对伊斯兰复苏起

着很大的作用，这亦显示着穆斯林世

界承认她们在社会及文化发展方面有

着重要的地位。 

 丙：妨碍伊斯兰世界性传播的因素

及其解决的方法 

以下是一些妨碍伊斯兰传播的因素 



 

 

 

1、穆斯林本身对伊斯兰无知 

在世界多个地方，穆斯林的伊斯兰教

育都是不够的，有些穆斯林对伊斯兰

一无所知，有些所知道的伊斯兰知识

中则夹杂了地方性的习俗和文化，而

这些习俗和文化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的。这些对伊斯兰无知的人并不适合

传播伊斯兰。 

2、穆斯林之间的派别之分 

这包括基于个人之间的权力扩展与斗

争导致内部不和，基于对于宗教见解

不同所引发的分歧；以及由于近年

来，政治被牵涉于对外宗教的传播等

引发的纷争。有些穆斯林国家大力资



 

 

 

助国内的一些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

伊斯兰组织，利用他们作为宣传工具

对抗与其敌对的伊斯兰国家。这一切

的不和，对国际伊斯兰的大团结是非

常有害的，也给教外人士一个不良的

形象。 

3、有些穆斯林办事缺乏效率 

有些穆斯林传播伊斯兰，却有着以下

的共同的缺点： 

一）只讲不做，树立了极坏的个人形

象； 

二）没有研究和了解宣传对象的心

理； 



 

 

 

三）缺乏应有的组织性、办事不切实

际及怠惰。 

4、缺乏能干的导师 

有一些地区，很多人愿意皈依伊斯

兰，可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导师和足

够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给他们教导

伊斯兰的知识，他们有些因此而流失

了，而其他的人对伊斯兰只有浮浅的

认识，有这些人传播伊斯兰只会误导

他人，传授一些错误的观念。 

5、不良的公众形象 

在一些非穆斯林的国家里，伊斯兰给

人形象不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应归咎



 

 

 

于恶意的新闻报道或人们对伊斯兰存

有偏见。 

可是，有些穆斯林，在个人的行为和

与非穆斯林交往中的表现都不符合伊

斯兰的标准，这样只会使他们的形象

变得更坏，部分穆斯林的王孙公子中

有些酗酒、赌博、和嫖妓等行为便是

一列。其它的例子，如有些宗教狂热

者，对所有非穆斯林都采取不容忍的

态度，或甚至不能宽容他们认为没有

严守教规的穆斯林教胞。在墨守传统

的人中，我们曾遇到一些主张对妇女

采取抑压手段的人，而这些主张在

《古兰经》和《圣训》中是找不到根

据的。这些做法只会使一些非穆斯林



 

 

 

更加确信伊斯兰是一个倡导“大男子

主义”的宗教。 

以上所述，当然并不是妨碍伊斯兰在

现今世界传播的唯一因素，要探讨这

问题是需要较详尽的研究。不过，只

强调问题而不提出解决的办法是于事

无补的，故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Œ制定有效的计划确保每一个穆斯

林，不论老少，都可以真正地接受足

够的伊斯兰教育。 

•宣教的穆斯林应在不同的层面上接

触以谋求合作与相互了解。提防被牵

涉入政治性的纠纷。 



 

 

 

Ž多组织一些宣教训练的研讨会、课

程和实习。 

•对新穆斯林给予人力、财力等方面

的帮助，给予精神指导；同时，应资

助新皈依伊斯兰者到穆斯林国家或学

院深造伊斯兰知识。 

•穆斯林应该争取接受传播和新闻工

作的训练，以求取较多的机会在公众

媒介中推广伊斯兰知识。 

‘ 训练热忱的青年不要以愤怒和责

骂，而应以智慧和善言等正确的方法

去做宣传工作。《古兰经》提醒我们

不可强迫任何人接受伊斯兰。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是以吸



 

 

 

引而非恐吓人们的方法传播伊斯兰

的，而这正是宣传者应学习的。 

’ 我们应不断努力去弘扬穆斯林和非

穆斯林有关妇女在伊斯兰中原本被尊

崇的地位和角色。必须强调的是，若

我们要使非穆斯林相信穆斯林妇女并

不是受制于男性，那么，我们便应以

《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来对待

女性，而不应跟从传统和习俗。 

 总结 

把伊斯兰命名为“未来全人类的宗

教”，这是否合适呢？首先，让我们

看看它之所以能吸引现代人的原因，

或者，应该这样说，现代人需要它提



 

 

 

供方法来解决现今社会道德问题，前

文我们已经探讨过伊斯兰的独一论，

它在道德上的引导，并教导我们从极

端中取得平衡，以及家庭对酗酒、毒

品、赌博以及罪行所持的态度。最后

又提及伊斯兰提倡种族应和平共处 

伊斯兰之所以复兴，部分原因是穆斯

林移居海外及到西方求学。还有举办

国际性的会议，及以国际性的语言出

版的杂志和书籍，最后便是穆斯林妇

女积极参与传教工作，这一切都为伊

斯兰的复兴奠下了基础。 



 

 

 

在本文结束前，让我们看看个别穆斯

林在传播伊斯兰时所犯的错误，以及

改善的建议。 

毫无疑问，伊斯兰正在积极的传播，

世界各地不断地有人皈依伊斯兰。与

此同时，也有穆斯林受基督教徒的影

响，离弃伊斯兰。总的来说，导致这

些人离开伊斯兰的主因，是他们对伊

斯兰的无知（穆斯林对这些事情的发

生，需要负责的，因为他们没有为这

些人提供适当的指导）。 

虽然基督徒不断的招揽那些部分无知

的穆斯林，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曾



 

 

 

受高等教育的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

其中一些人还是曾接受神学教育的。 

此外，在非洲，很多人的祖先，他们

于上几个世纪已改信基督教，及至他

们，由于对此宗教产生厌倦而重投伊

斯兰。同样事情在穆斯林的家庭他们

的子女就读基督学校，因而被强迫接

受此宗教，至最后，他们也重新回到

伊斯兰。 

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我们细心去观

察，便不难发现人们归信伊斯兰的原

因，同样的，客观的说，没有任何更

好的原因，驱使穆斯林放弃他们的信

仰。 



 

 

 

伊斯兰的传播曾在某些地方遇到障

碍，而穆斯林也受到禁止及迫害。面

对这些的挑战，穆斯林不但没有气

馁，而且还采取了渐进、平静及不间

断的方法，突破障碍，克服困难，使

这些地方的人士放弃他们从前的生活

方式及信仰，接受伊斯兰信仰。当

然，这并不代表伊斯兰将会完全代替

其它宗教。有些人，他们生下来便是

某种宗教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宗教

非常热爱，并决定终身不变。伊斯兰

早在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时代，已确认这些“有经人”的

权力。所谓“有经人”，便是指那些

追随早期使者的启示者，他们实践信



 

 

 

仰与穆斯林和平共处。在穆斯林的国

家中，存在着大量的基督教徒和犹太

教徒，这正好与伊斯兰所采取宗教宽

容政策做出最好的回应。 

宣扬教义是穆斯林的责任，他们把时

间、精神及财富奉献于伊斯兰的传

播，把伊斯兰的信息带给那些没有信

仰、没有受引导的人。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真主派遣我，是为了慈悯世

人。”穆斯林的责任是传播这信息，

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平静以及了解他

们在今世的意义。 



 

 

 

最后我以《古兰经》的作为总结，它

的大意是说，只要人们肯动脑筋，伊

斯兰的真理便会展现眼前： 

ِ فَقَِد اسْ  ِ فََمن يَْكفُْر بِالطَّاُغوِت َويُْؤِمْن بِاَّللَّ ْشدُ ِمَن الغَي  يِن قَد تَّبَيََّن الرُّ تَْمَسَك بِاْلعُْرَوةِ الَ إِْكَراهَ فِي الد ِ

ُ َسِميٌع َعِليٌم] البقرة آية: ) الُوثْقَى الَ انِفَصامَ   ([256لََها َوَّللاَّ

【对于信仰，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

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

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

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20] 

我们的使命，便是把真理展现于人

前，愿真主赐你们平安与慈爱。 

 

 



 

 

 

[①]“安拉”：阿拉伯语的译音，意

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主宰、神灵 

[②]《忏悔章》第33节 

[③]《忏悔章》第33节 

[④]《奉绥来特章》第53节 

[⑤]《穆斯林圣训集》第2256段 

[⑥]《黄牛章》第164节 

[⑦]《信士章》第80节 

[⑧]《优素福章》第108节 

[⑨]《牲畜章》第158节 

[⑩]《时光章》第1-3节 



 

 

 

[11]《伊姆兰的家属章》第110节 

[12]《穆斯林圣训集》第49段 

[13]《穆斯林圣训集》 

[14]《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

训集》 

[15]《黄牛章》第143节 

[16]《高处章》第32节 

[17]《穆斯林圣训集》 

[18]《筵席章》第90-91节 

[19]《寝室章》第13节 

[20]《黄牛章》第256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