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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將從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視野，探討青海撒拉族歷史意
識的建構與認同的多樣性，並聚焦在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
等三個面向上。其中的研究取向包括︰一、傳說中撒拉族先祖尕勒
莽和阿合莽兩兄弟，自中亞撒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產生「駱駝泉
」族源象徵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
駝泉」景點、活動所帶動的族群認同建構的內涵及其影響；二、教
派意識的多樣性與內部異群觀的形成與變遷，包括嘎的忍耶系的文
泉堂、撒拉教蘇非派門宦等「老教」與依赫瓦尼現代改革主義「新
教」勢力間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對立關係，在當代隨著社會經濟的快
速發展與人際網絡更趨複雜的前提下，觀察並分析傳統教派內部我
群意識產生凝聚或游移鬆動的相關因素；三、從歷史記憶再現、教
派變遷與社會文化適應的角度，進行當代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
民族志書寫，來呈現撒拉族族群溯源研究的多元意義。其中亦關注
「回族」、「撒拉族」與「藏族」等當代法定少數民族身份對於「
藏語穆斯林」自我認同所產生的衝擊效應。

中文關鍵詞： 撒拉族、中國穆斯林、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project concentrat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diversity in
ethnic identity of ethnic Salars in modern Xunhua, Qinghai.
The author tries to use the research methods that are
focused on viewpoint and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t’s obviously that there are three
substantial aspects should be mentioned in this project.
First, the ancestral legend of two brothers whom migrated
from Central Asia to eastern Qinghai 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that had created the core of ethnogenesis of modern
Salars. According to this story the legendary locality of
the “Camel Spring”, now not only has become a typical
theme park of local Salars, but also creates the basic
ethnic identity of their own. In fact, the Salars is the
only case who has such unique exotic ancestral legend and
the memory of Diaspora among Muslim ethnic groups of China.
Second, the diversity of Islamic sectarianism between the
“Old Teaching” of Qadim, Sufism Orders and the “New
Teaching” of modernist Ikwan that has being shaped many
different ways of internal identity among the local Salar
communities. Recently, due to the reasons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hi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mage
of others” which based on sectarian antagonism is
seemingly presented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Third, try
to accomplish the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area. By way of this specific case,
eventually could emphasize the ambiguous status of modern
“minzu paradigm” for Hui, Salar and Tibetan that formed
by PRC’s policie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the other
hands, som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legends about the



change of Islamic sects also present a special pattern of
controversial ethnic identity among local Salar communities
in Kaligang area.

英文關鍵詞： Salar, Muslim Chinese, Islam in China, Islamic sects,
Sufism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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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本計畫主要研究對象為聚居在青海東部的撒拉族，為中國穆斯林少數民族中唯一具有

域外（中亞）祖先源流與族群遷徙傳說者，近一千年來此一傳說已成為其民族認同與歷史

記憶中的代表性成份，並在其伊斯蘭宗教文化展現與族人生活中成為顯著的我群象徵符

號，同時和周遭的回族、藏族與漢族之間呈現出迥然不同的一種社會適應機制。近年來，

隨著中共民族識別並強化其少數民族身份意識的結果，撒拉族祖源傳說的核心，包括「駱

駝泉」與祖傳《古蘭經》等，都因現代化的衝擊而產生新的展現模式。加上自清末以來撒

拉族內部宗教教派的多元化結果，這種新興展現的模式，包括修建主題公園與《古蘭經》

陳列室、官訂本民族歷史論述與編纂縣志、社會精英重新整理歷史記憶等等，其相關功能

也反映出其宗教意識的多樣性。本計畫的提出背景，為主持人近年來從事回族史與中國穆

斯林社會文化研究領域中擬開發的新方向。過去十年內，主持人獲准執行的科技部（國科

會）研究計畫大多集中在中國近代西北伊斯蘭教派發展與宗教文化史等議題。事實上，伊

斯蘭教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從族群史、區域史與社會文化史等角度而言，西北

的回族穆斯林社會（主要為甘肅、寧夏與青海），固然有其特殊的教派多元化與族群認同

複雜化的背景和特色，但對於掌握近代以來中國伊斯蘭發展史的整體面貌及其本質特點的

觀察面向而言，主持人似乎應把原有的西北研究視野予以擴大與深化。但若要達到此一目

標，並不能僅侷限於一般「回族」的觀察投入，而應轉換到其他穆斯林族群，以及相關的

族群溯源、教派關係以及族群關係等領域之中。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考慮集中以撒拉族為主要對象，並透過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來觀察其

歷史意識的建構與認同的多樣性。按撒拉族為目前中共認定的十個穆斯林民族之一，人口數

約十二萬人，主要聚居在青海東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在未被中共識別為「民族」之前，其

一般多被視為「撒拉回」，統稱在西北「回－穆斯林」的族群社會範疇之中。按撒拉族的族

群特徵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撒拉族主要使用突厥語族的撒拉語，是新疆以外中國內地穆斯林中最主要、也是最

集中使用突厥語的族群。其和甘肅操接近蒙古語的東鄉族及保安族一樣，都是甘、寧、青傳

統「回－穆斯林」族群社會中的一個區域性的分支體系。中共建政後將撒拉識別為與回族等

同地位的「撒拉族」，並重新賦予少數民族身份，以及國族體制下我群身份的認同意識，其

當代族性（ethnicity）內涵的建構特徵十分顯著；二、撒拉族是中國穆斯林民族中唯一擁有

自域外遷入到現居地的祖先傳說與神話，這對其族群溯源（ethnogenesis）研究具有相當重要

的影響力；三、自清代中期以來，撒拉族內部的伊斯蘭教派分歧現象持續出現，原來格底木、

蘇非派的哲合忍耶與花寺門宦等「老教」勢力間的爭鬥，到近代「新教」依赫瓦尼改革派力

量的介入，使得教派意識至今仍成為撒拉族內部凝聚或瓦解我群意識的重要因素；四、循化

地處青藏高原東部回藏漢等民族雜居區，因此撒拉族與周遭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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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循化與其鄰近化隆縣交界的卡力崗地區，目前仍有一群被稱為「藏語穆斯林」的人口，

其民族身份區分為回與撒拉等兩種範疇。按當代「藏語穆斯林」的文化特徵表面上除語言外

幾乎與回、撒拉無異，但其族群溯源研究卻顯示卡力崗原本「昔藏今回」的歷史發展脈絡確

十分明顯，其中還涉及早期花寺門宦在當地傳教並使之伊斯蘭化的傳說及其影響。這對於研

究撒拉族的族群史與社會文化變遷而言，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殊案例。 

 

    基於以上四點特徵，本計畫將從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視野，探討青海撒拉族歷史意

的建構與認同的多樣性，並聚焦在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等三個面向上。其中的研究

取向包括︰一、傳說中撒拉族先祖尕勒莽和阿合莽兩兄弟，自中亞撒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

產生「駱駝泉」族源象徵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駝泉」景點、

活動所帶動的族群認同建構的內涵及其影響；二、教派意識的多樣性與內部異群觀的形成與

變遷，包括嘎的忍耶系的文泉堂（當地訛稱為「撒拉教」）、撒拉教蘇非派門宦等「老教」與

依赫瓦尼現代改革主義「新教」勢力間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對立關係，在當代隨著社會經濟的

快速發展與人際網絡更趨複雜的前提下，觀察並分析傳統教派內部我群意識產生凝聚或游移

鬆動的相關因素；三、從歷史記憶再現、教派變遷與社會文化適應的角度，進行當代卡力崗

「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書寫，來呈現撒拉族族群溯源研究的多元意義。其中亦關注「回族」、

「撒拉族」與「藏族」等當代法定少數民族身份對於「藏語穆斯林」自我認同所產生的衝擊

效應。 

 

    從上述三個取向研究做為切入點，可以看出撒拉族人口雖不多，但卻可以做為觀察西北

少數民族社會族群關係與認同多樣性的一個有意義的研究對象。而本計畫的主要目的，除了

提供撒拉族實證研究與民族志書寫的成果外，也包括檢視近七十年來，中共所賦予的「民族」

身份，對於撒拉族文化與族性所產生的建構意義及其影響。本計畫希望在學界對於中共以民

族範式（minzu paradigm）來型塑少數民族的族性意義與族群歷史記憶的結果進行批評與反思

的過程中，能提供以撒拉族為主的觀察案例。按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與漢

族所共同組成的民族範式，已成為組成中國族群版圖與民族國家體制、以及實施相關少數民

族政策和民族史書寫的核心概念。中國大陸這套源自於蘇聯體制，並結合中國特有國情的民

族範式，讓一些國外學者很難用 ethnic groups、ethnos、ethnicity 等傳統或當代理念來合理解

讀現代中國「民族」這個具有特定內涵的語彙，及其所代表的人群分類觀。就連中國大陸學

界近年來也逐漸放棄使用過去習以為常的 nationality 一詞，而不時與國外詮釋中國民族特色的

新興詞意 minzu 連同表述。西方學界近年來又以 ethnonational group 此一創新用詞來解讀對等

意義下的 minzu。這些都說明，無論從學理或現實政治的角度，來分析當代中國大陸民族範式

中的「基本單位」組成與族群分類結果，都很難取得完全接近的共識。其中值得關注的是，

人口眾多、分佈廣泛、語言多元與在地化特徵複雜的中國穆斯林人群，在此一民族範式與相

關體制中，其經由民族識別過程被賦予為不同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法定身份，以及「自成一族」

的我群意識建構，如何來面對文化變遷、社會適應、族群認同、甚至是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互

動關係等結構性議題及其挑戰？這其中的關鍵之一，便是從歷史意識的建構來進行相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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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因為歷史意識不僅意味著解讀過去與現代之間的貫時性互動意義及其認知，同時也是族

群文化發展與延續的重要憑藉和動力。按主持人已於2009年至2011年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近

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已針對人口較眾、分佈較廣的回族進行宏觀式

的相關研究。而本計畫即是希望在此基礎下，針對西北撒拉族繼續進行區域與個案性質的探

討，以延續歷史意識的建構對中國穆斯林民族族性型塑與我群認同影響的相關觀察。 

 

三、文獻探討 

 

一、中國伊斯蘭與穆斯林的族群現象 

 

本計畫涉及中國西北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等域研究領，這些無論在目前國內人類學界或歷史

學界中都較為罕見。撒拉族之前以「撒拉回」身份成為西北「回」人群中的一個組成部份。而

「回」自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再識別為說漢語的回族，與說突厥語的撒拉族等十個穆斯林少數

民族。此一當前中國民族分類的結果，在國內外學界中一直都有所爭議。目前國內除主持人外，

在這方面（不包括新疆議題）進行持續性研究的人確實有限。不過，國內人類學者謝世忠曾寫

過〈根本賦予認同與族群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一文，以西方人類學的觀點對於

「回族」的當代建構性質提出批判。該文雖然企圖以文化與族群理論模式與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來檢證「回族」的虛擬性，但由於缺乏深入的歷史論述（如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對

於此一議題的討論，所以未能總結出較有說服性的結論。此外，約五十年前，中研院的王樹槐

教授曾撰寫《咸同雲南回民事變》。此書雖以清末雲南穆斯林為主，但其導論部分對於伊斯蘭

教在中國的整體發展脈絡，提供出相當重要的史料鋪陳與史實解析。這本書至今仍是國人企圖

理解伊斯蘭教在中國傳佈的歷史時不可或缺的著作，其內容可以與同時期的日本學者田坂興道

所著的《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一書相互參照。 

 

在西方人類學研究方面，美國學者杜磊（Dru C. Gladney）的研究成果則相當受到矚目。他

是中共「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赴大陸從事以西方人類學的田野民族志方法來研究回族的學者。

他的幾部重要的著作，如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1992）等，以及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2014）都是當代西方學界觀察中國回族穆斯林或其他少數民族議題時

重要的參考資料。本計畫主持人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杜磊的「回穆斯林」研究的特質、優點與

缺點，其中包括︰杜磊就人類學的視野來觀察以回族為主體的中國穆斯林社會，曾提到少數民

族化的「回族」，是中國從傳統帝國邁向民族國家化過程中的產物。他認為傳統中國回回或回民

的認同關係是建立在穆斯林式的宗教社群觀上，當代的「回族」身份，是國家重新具體化

（objectify）傳統回民的族群屬性與認同意識下的結果。其實，杜氏對於中國回族社群重點式的

田野經驗（因受限於美國人的身份），加上人類學的訓練以及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使其對

於回族少數民族化的事實尚能以較客觀的角度來分析。事實上，杜氏採用美國學者安德生

（Benedict Anderson）詮釋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

以近代西方民族意識的起源與國族化（nationalization）的模式來比對當代回族的出現，同時承



 5 

認此一民族化的過程是有助於回族的「標籤化」（label Hui），使其能在國家主導下擴大泛回式

（pan-Hui）的互動，進而促成回族的內部凝聚力和強化政治覺醒的意識。從學理的角度看來，

安德生對近代西方民族意識的起源與民族化的解釋，基本上還是以近代西方文明經驗中民族和

國家塑型的互動關係為依歸。只是類似的這種模式在當代中國真正具體化地出現時，其外部層

面所呈現的是以國家主義為導向的民族主義；至於內部層面，則包括對少數民族法定身份和認

同的「國家主權化」或「意識形態化」的規範與落實。這一點，對杜磊這類西方學者在認知上

而言確實是較陌生的。雖然有人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杜磊研究回族的田野工作內容與其論說體

系之間的矛盾性，像是在他的 Muslim Chinese 一書中，僅以寧夏納家戶、北京牛街、北京常營、

與福建泉州等四個田野點的民族志資料，來建構整個當代中國說漢語「回」穆斯林人群的少數

民族民族主義與族群認同的觀察模式，而忽略甘肅、雲南、中原等其他更有代表性的地域社群。

但從本計畫的主題看來，杜磊的人類學研究觀點，對於「回」的族群性在現代中國國族主義型

塑的衝擊下所產生認同多元化現象的分析，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如果從「回」穆斯林族群

史與社會文化適應的角度看來，杜磊的研究的缺點還不完全是田野點的多樣性與代表性等問

題，反而是長時期的歷史觀察面向與當代現象之間的斷裂，以及「回」穆斯林自身文本論述資

料分析的不足。包括主持人在內，近年來已有多位學者對於上述杜磊回族研究及其族群化現象

進行討論與批評。基本上，杜磊以當代人類學視野打開中國回族研究的開創性值得肯定，但他

的民族志研究範圍與取樣及其觀察心得，始終無法在宏觀與微觀互動中找到有說服性的聚焦效

果。而他過度操作國族主義想像來企圖否定回族的歷史實體論，並強調回族的當代建構性的說

法也很難服眾。嚴格說來，杜磊的人類學式的訓練背景，使他缺乏對於中國伊斯蘭歷史發展深

度的理解。這無形中對於他的民族志觀察與研究視野的拓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中國西北伊斯蘭教派門宦現象與撒拉族研究 

 

        中國西北伊斯蘭教派門宦的現象，在本計畫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探討主

題。其中像是歷史上乾隆時期撒拉族與哲合忍耶門宦的關係及其引發的新、老教爭，民國初年

青海軍閥馬步芳藉依赫瓦尼「新教」打擊蘇非派門宦、格底木等「老教」，與花寺門宦道祖太

爺馬來遲到卡力崗地區傳教並形成當地「藏語穆斯林」的特殊歷史記憶等，都是本計畫中必須

深入研究的相關議題。現列舉有關教派門宦現象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1. 本計畫主持人多年來研究中國西北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社會曾都一再強調，大陸學界近年來

研究中國伊斯蘭問題時必須重視教派門宦的情形，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在於，部份出身西北回族

的民族宗教工作者，基於對周遭伊斯蘭社會文化的熟稔，以及長期接觸並深入了解各教派門宦的

實際情況，以系統化的整理、歸類、與分析，將數百年來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盤根錯節的門宦現

象，業已釐清出前所未有且通具整體性與全知性的面貌。嚴格說來，這類涵蓋民族志、宗教志、

歷史學與文獻系譜學意義的科研成果，為當代中國伊斯蘭研究中開創「門宦教派學」的領域奠定

了必備的基礎。計畫主持人已在其多篇研究中指出，出身隴東哲合忍耶重鎮張家川的回族學者馬

通，於八○年代初期先後出版《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

等兩部著作，直接為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學」開啟了研究先河。其中《史略》一書，根據五○

年代以來近五十位西北門宦、教派負責人或耆宿的口述和家史，以及相關碑文、論著，整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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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北地區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宗教文化上「四大門宦」的基礎格局，以及有關的四十餘支派別組

織的系統性架構。嚴格說來，「四大門宦」的說法自民國前期已出現，馬通是在更有當代第一手調

查資料的基礎上將其系統化與定位化。而近年來，新一輩西北穆斯林學者對於「三大教派」、「四

大門宦」的說法亦提出修正。
1
 

 

本計畫主持人過去在評估馬通的貢獻時也提到，與《史略》不同的是，馬氏的《中國伊斯蘭

教派門宦溯源》一書，則直接探討並解決研究門宦制度中最具困難度與資料最不易系統化的部份

－道統源流與傳承，以及宗教教理的發展與衍化脈絡。而馬氏以《史略》的基礎，逐步對此中國

伊斯蘭學「禁區中的禁區」展開溯源性的研究。例如清初中亞蘇非派著名的宗教人士親自來到西

北，將相關學理、道統傳授給當地的「穆勒什德」（murshid 導師），進而就地形成派別組織，此

為不少門宦之所以建立的重要史實依據。像是相傳為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後裔的赫達葉通拉西

（Hidayat Allah，或稱阿帕克和卓 Kholja Apak）之於虎夫耶畢家場的馬宗生與穆夫提的馬守貞；

或是相傳為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後裔的華哲．阿不都．董拉西（Kholja Abdullah）之於嘎的林耶大拱

北的祁靜一等皆是。在《史略》一書尤其提到與嘎的忍耶有關、在循化撒拉族地區影響頗大的蘇

非門宦文泉堂及其支派「撒拉教」的傳教世系與發展源流。這對於理解撒拉族門宦現象具有相當

重要的參考價值。 

 

至於有關撒拉族研究方面，中國大陸自上世紀八○年代開始，以羋一芝為主的青海學者開始

進行撒拉族歷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並在青海民族學院（現為青海民族大學）中創建當代「撒拉

學」的研究基礎。此一基礎目前在該校馬成俊院長（撒拉族）的推動下，將研究視野擴展到歷史

學、民族學、民俗學、博物館學與宗教學等學科的整合與互動，並大量將撒拉族的研究成果和史

料整理出版。因此，目前「撒拉學」已成為青海具有特色的當地研究項目。另外，目前任教於美

國馬里蘭州立大學的青海回族學者馬海雲，他在喬治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即是以清代的撒拉

族政策與族群身份的變遷為主題。兩年前，馬海雲發表 “Fanhui or Huifan? Hanhui or Huimin?Salar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Qing Administrative Transformationin Eighteenth-century in Gansu”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9, No. 2 (December 2008): 1–36 一文，對於本計畫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此外，

大陸學者菅志翔所著《族群歸屬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定義︰關於保安族的一項專題研究》（2006），

從解構的取向中，強調當代民族志資料解讀下族群歸屬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定義之間所呈現的困

境，來顯現「保安族」這個看似具有穩定的族群邊界的穆斯林群體，其實內部所有的社會文化互

動性與我群概念的展現，並不能全然與國家所賦予的「民族」內涵劃下等號。此一觀點對於本計

畫亦具有比較研究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雲南大學的朱和雙、謝佐編寫的《撒拉族：青海循化

縣石頭坡村調查》（2004）一書，內容以縣城外的石頭坡村為中心，並以田野調查資料匯整與民族

志書寫為主，為目前有關循化撒拉族實證研究材料中較為全面具體的一部文本。 

                                                 
1 西北穆斯林學者丁世仁，他對於馬通「三大教派」（即格底木、伊赫瓦尼與西道堂）、「四大門宦」的分類亦持不贊

同的觀點，因而主張修正為「三大教團」－即乃格什板丁耶（Naqshbandiya）、嘎的林耶和庫不林耶，以及「四大教

派」－格底木、門宦、伊赫瓦尼與賽萊菲也。這種解讀應有其回歸傳統伊斯蘭經典中對於宗派現象界定與詮釋的本質

意義，雖然目前尚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但多少也意味著研究門宦屬性及其相關議題，亦開始出現企圖挑戰或跳脫

部分傳統觀察脈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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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教派門宦制度最重要的人物，應為已故哈佛大學教授佛萊徹（Joseph 

C. Fletcher）。主持人亦曾在研究文章中特別提及此人的特殊貢獻，包括︰上世紀七○年代初期，

佛萊徹發表哲合林耶門宦創始人馬明心研究的專文，釐清了乾隆年間甘肅新舊（老）教教爭的癥

結，以及花寺門宦與哲派兩者間與中亞蘇非教團納合什版底耶（Naqshbandiyya）的淵源關係。此

後，佛氏繼續在《劍橋中國史－晚清篇》中，以十八、十九世紀清朝統治新疆及與中亞政局的歷

史發展為中心，來說明納合什版底耶教團的和卓勢力與清代中葉以來西北局勢動盪的關聯性。多

年前，佛萊徹去世前最重要的遺稿之一，〈中國西北的納合什版底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一文，在其弟子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的整理下正式出版。此文一如佛

氏其他相關著作，運用西亞伊斯蘭與中文基本史料，將近代西北門宦的道統源流與此重要的中亞

蘇非教團間的關係，做基本溯源性的論析。佛萊徹認為傳入中國西北的納合什版底耶係屬兩支不

同的體系，其一為源自十六、十七世紀中亞傳統式蘇非主義型態的虎夫耶，另一支則為源於十八

世紀西亞也門、屬於改革式蘇非主義型態的哲合林耶。很明顯的，佛氏研究西北蘇非派門宦道統

源流的取向，與前述馬通的《史論》及《溯源》有著類似的共通性，這也為今後中西雙方探討西

北伊斯蘭蘇非主義的流變，開創出比較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結合近代以新疆為核心的中亞民

族宗教史，來做為研究西北門宦問題的淵源與背景，應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除佛萊徹外，前

述的李普曼所著的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1997）一書為目前

西方學界研究西北伊斯蘭教史的代表性著作，其中特別提到民國以來依赫瓦尼與門宦、格底木老

教之間的對立衝突，不但造成穆斯林社會的分裂，同時也影響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的穆斯林少

數民族政策的落實。但李普曼與杜磊一樣，對於當代中共識別回族的做法持否定的態度，都認為

這是將歷史實體論過度解讀為現代建構論的基礎，所進行的「造族」結果。此外，日本著名的中

亞史學者佐口透，在其代表作《18－19 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會史研究》一書中，已很明顯地可

以看出這種中亞－新疆－甘寧青三地伊斯蘭「神秘主義」蘇非派發展史觀的脈絡。但本書的簡體

中文譯本問題很大，引用宜謹慎。此外，佐口透的另一本專著《新疆民族史研究》亦與近代西北

伊斯蘭教史有關，值得參考 

 

三、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研究 

 

歷史上有關清海地區「藏語穆斯林」現象，或者是伊斯蘭教在當地發展與藏民關係的記載都非

常有限。主持人就 2010 年開始接觸卡力崗「藏語穆斯林」後，已在相關研究中整理並討論其相關

論述的多樣性與爭議性，並在相關文章中提及該現象的研究情況，現分述如下︰ 

 

二十世紀初，著名的多隆（D’Ollone）調查隊曾在甘肅南部的藏傳佛教重鎮拉卜楞，記載過當

地穆斯林的信仰文化受到藏傳佛教影響與制約的情況，像是喇嘛不允許穆斯林公開進行伊斯蘭的禮

拜儀式，以及當地唯一的清真寺的外觀幾乎不具有任何伊斯蘭教的風格。儘管如此，相較於當地信

仰現象混亂的漢人，喇嘛對於信奉一神教的穆斯林反而視為更值得尊重的族群。此外，民國初年有

關清代西北穆斯林抗清運動的研究中，亦有人提到這樣的傳說，即十八世紀末乾隆年間一位有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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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望的蘇非派的「篩海」（Shaykh，宗教領袖之意。按應該是指虎非耶花寺門宦的創建者馬來遲）

曾在青海當地勸說「西番」（按應指現在撒拉族的先民）改宗伊斯蘭教，同時也讓原本不穿褲子的

西番從此開始穿上褲子。這些早期的中外記載雖然讓我們窺見到歷史上伊斯蘭教在安多地區發展的

一些蛛絲馬跡，但卻很難為觀察當代的「藏語穆斯林」現象，提供出有意義的歷史發展脈絡。 

 

上世紀五○年代以後，由於民族政策的需要，中共進行民族識別之後所整理出來的調查資料

中，在青海化隆的部份也曾提到境內有一群回族穆斯林，其先民為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民，乾隆年間

因受到來自河州（今甘肅臨夏）「篩海」（應該是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馬來遲）到該地傳教的結果而改

信伊斯蘭教。可見此一說法在當地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在調查當時，這些回族穆斯林在語言上、服

飾上還保留著藏民的特點，同時在其住處還挖出了當時埋下的藏傳佛教的經書。此外，上世紀九○

年代初化隆縣編纂縣志時，在該縣「民族」的記載中，也提到境內的卡力崗山區仍有一群數目約一

萬餘人、身份為回族但仍保有藏文化特徵的「藏語穆斯林」。由於受到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這類官書中都把化隆歷史上藏民改信伊斯蘭教的動機歸因於反抗當地「佛教上層勢力的壓迫」。然

而，這種簡短且片段式的描述仍無法將化隆的「藏語穆斯林」現象有系統地予以呈現。不過，自上

世紀八○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大陸的學者，尤其是青海當地的研究者，便注意到以卡力崗為核心的

「藏語穆斯林」現象。之後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卡力崗現象持續吸引著青海當地與外地的民族學

家與人類學家，他們大多提出以田野民族志方法為主的研究論著，並企圖從族群、宗教與文化等角

度來詮釋「藏語穆斯林」在族群意義上的多樣性。自此，卡力崗現象便成為觀察青海當地回、藏族

群文化、族群關係與族群史等議題方面的重要案例之一。 

 

        有關上述的討論，主持人在相關研究中已整理發現，最早出現的應該是李耕硯與徐立奎在 1981

年提出的〈伊斯蘭教在卡力崗〉一文。該文的重點是在強調當地「藏語穆斯林」的族群屬性是「昔

藏今回」，也就是延續著前面官書中所提到的其先民原本是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民，後來因改信伊斯

蘭教而成為「回族」的傳統說法。文中的論點雖然沒有太多的創新，但卻記載著不少當地「藏語

穆斯林」仍然保有明顯的藏文化特徵的民族志資料。除語言外，尚包括明顯反映在飲食、生活習

慣、建築風格、婚嫁儀式等方面的「藏式」內容。不過，該文中也強調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

「昔藏今回」的族群屬性在當地群眾之中是一種世代相傳、並相當具有共識的看法。可是，兩年

後藏族學者才旦也針對卡力崗現象發表了一篇名為〈只要信奉伊斯蘭教就可以說是回族嗎？〉的

文章，來反駁李、徐文中「昔藏今回」的論點。在他看來，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自古至今就

是藏民，即使在宗教信仰上已改宗伊斯蘭教，但就「民族」（nationality or minzu）的身份而言其應

該還是屬於「藏族」，因為「民族」的身份是不能隨著宗教信仰的改變而改變。 

 

嚴格說來，這兩篇文章爭論的焦點，是在於「民族」這個在理解當代中國族群現象時看似定型、

但又具有實質爭議的概念，當用來界定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這種族群文化特質與我群認同均呈

現多樣性面貌的群體現象時，必須只能以國家所賦予的「回族」或「藏族」這樣的「單一歸屬」身

份來將之定位。因為在中國的民族版圖中，是沒有「回藏」或者是「藏回」這樣的「民族」。事實

上，國外學界觀察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時，一般很少全盤接受五十六個「民族」的基本論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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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造成外國學者與中國學者在堅守自己的學術立場之餘，最後仍成為「各自表述」的特殊現象。

這一點，尤其可以從研究「回族」這種族群身份與認同意識相當複雜的群體的問題上得到證明。就

像李普曼認為，當代中國法定化與意識形態化的「民族」只是一種人為的「範式」。他甚至批評中

國政府與學界對於「民族」的定義及其依此對人群進行族屬界分的結果是一種「強制性的僵化」

（procrustean rigidity），所以他不但不願使用「回族」這個當代意識形態的概念來詮釋、論述從古

至今所有關於中國穆斯林人群的現象，甚至還以外裔細分（hyphenated）的概念創造出像「華夏穆

斯林」（Sino-Muslims）這類的特殊詞彙。然而，除了學理依據之外，李耕硯、徐立奎與才旦的兩篇

立論迥異的文章，其背後還可看到族群情感可能產生的效應。身為藏族學者的才旦，希望藉由「宗

教信仰」與「民族身份」的切割，將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繼續保留在「藏族」的當代範疇裡。

這種情況，與四川西北部的白馬藏人的問題頗為類似。 

 

自上世紀九○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由於一批中國大陸年輕且接受較為完整的民族史與人類學訓

練的研究者的投入，讓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的族群文化與社會現象，逐漸成為關注當代西北少

數民族發展機制問題中的一個焦點案例。
2
 從他們長期田野調查與嚴謹的民族志書寫中，配合上世

紀八○年代以來的調查研究成果，讓近三十年卡力崗的現象中有關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

等議題，基本上鉤勒出一個具有持續性與動態觀察意義的發展輪廓。不過，二○一○年三、四月間

申請人在卡力崗及其周邊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發現這些研究論文的重點雖然都集中在卡力崗（有

的甚至只是集中在德恆隆鄉的若干村落），但在整體論述的問題意識中還是會發現某些的爭議性現

象，例如：一、過度凸顯卡力崗在安多地區「藏語穆斯林」現象中的單一重要性。這種孤証式的研

究結論，忽略了卡力崗周邊鄰近地區、包括循化境內的回族與撒拉族中一樣也存在著十分類似的案

例的事實。二、部份研究以使用藏語來做為保有藏文化模式的最重要的表徵，其固然是理解「藏語

穆斯林」現象時最為直接的認知標準，但在族群關係多樣性的前提下，語言的使用情境是相當多樣

性的，這種過度強調說藏語的「身份」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觀，往往會讓將卡力崗及其周邊地區之

間錯綜複雜的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現象中所表現出來的整體意義，產生「見樹不見林」

的觀察困境。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以歷史人類學為主，並採行文化人類學、宗教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理論與取向。

                                                 
2 其中包括：馬海雲、高橋健太郎，〈伊斯蘭教在藏區：卡日剛穆斯林研究〉，收入：中國回族學會編，《回族學與 21 世紀

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299、291-312；馬秀梅，〈青海化隆操藏語回族調查〉，《青海民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47-51；劉夏蓓，〈一個特殊回族群體的人類學調查：以卡力崗兩個回族村為例〉，《回族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71-76、〈論卡力崗人的文化變遷與變遷防禦層次〉，《暨南學報》，2007 年第 2 期，頁 148-152；馬偉華，〈青海卡力崗回族

文化習俗傳承與變遷的考察：以化隆縣德恆隆鄉德一村為例〉，《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8 年第 3 期，頁 21-25、〈青

海卡力崗回族宗教認同的調查與思考：以青海化隆縣德恆隆鄉德一村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6 期（2009），
頁 25-28；馬宏武，〈信仰變異與民族特徵：卡力崗回族民族特徵淺議〉，《青海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29-33；沈玉

萍，〈卡力崗現象分析〉，收入：馬平主編，《人類學視野中的回族社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107-122。其中劉夏蓓

近年來還有其他有關的研究成果的彙整出版，值得關注 
。 



 10 

此外，本計畫更希望能結合田野調查，對於青海東部循化、化隆與臨近甘肅臨夏等地的回、藏、撒

拉等族群文化發展適應的歷史進程，以及歷史意識的各種表述意義，儘量在具有代表性的田野點上

進行廣泛的文字與口傳文本的收集，以做為民族志書寫的基本材料。主持人已於 2010 年與 2013 年

兩次前往循化、化隆與甘肅臨夏等地調查當地伊斯蘭教派門宦現象與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社會

文化。這些實證研究的經驗將有助於本計畫規劃相關的研究步驟與設計。雖然目前撒拉族使用漢語

的情況較以往普遍，且習慣使用中文書寫，所以在田野訪談過程中應不會有太多障礙。由於主持人

曾學習維吾爾語，並在所屬學系大學部開設維吾爾語課程，因此對於同屬於突厥語族西匈語支的撒

拉語而言，應仍有基本的溝通理解能力。這對於主持人的田野研究具有一定的幫助。 

 

在當代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理論方面，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主張以文化的本質意義做為觀

察歷史情境的研究取向，以及人群的歷史認知在面對權力結構、外來文化衝擊與經濟挑戰時所產生

的建構性內涵及其反思，是本計畫研究理論的重點。大貫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在 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1990）一書中所提及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化（ 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概念，對於本計畫中撒拉族族群溯源的當代反思，以及歷史意識的建

構與認同的多樣性的研究取向，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撒拉族族源傳說與「駱駝泉」現代主題公

園（theme park）文化再現與認同觀建構的討論方面，本計畫亦會參考杜磊在其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2014）一書中提到的現代性與「族群化」

（ethnicization）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藉此產生出族群認同的 3 M，即 making、marking、marketing 

identity 的各種觀察面向。此外，在對於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社會文化變遷，與循化伊斯蘭派衝

突歷史脈絡及其對於當代我群－異群意識型塑的研究方面，歷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

分析視野及其當代理論部份亦值的注意。其中科瑪洛夫夫婦（John and Jean Comaroff）於 1992 年所

著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一書中，強調系統文獻或文本做為研究開端固然重要

性，但是仍須從歷史情境與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來與民族志書寫產生必要的互動。此

外，本計畫中所使用的族群溯源研的方法與概念來研究中國「回－穆斯林」人群祖源多樣性特徵及

其當代族群屬性，就現有西方的論述而言，其學科取向似乎是以人類學為主，而較不傾向於歷史學

意義下的民族史（ethnohistory）。這種取向，偏重族群性、歷史記憶以及當代族群身份屬性認同之間

的互動關係。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研究範圍集中在青海東部撒拉族穆斯林社會的歷史記憶、教派問題與族群認同等主  

題。撒拉族雖然人口約 12 萬，但其最集中聚居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緊鄰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

其伊斯蘭社會文化形態與宗教發展特徵，實為觀察甘寧青穆斯林社群歷史進程與現況過程中不可

分割的一個區塊。尤其從教派門宦的淵源與流傳、新老教爭、經堂教域與族群關係等角度看來，

循化的撒拉族社會亦可說是整體中國西北伊斯蘭族群文化發展現象中的一個縮影。由於本計畫為

兩年期，其中田野實證觀察為主要的研究取向，因此對於近年來中國大陸伊斯蘭教的最新發展態

勢，及其對西北回族、撒拉族社群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必需先有一定的理解與認知。因為這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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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中共當局加緊對伊斯蘭事務的管控，不但對於深入性的田野工作產生制約效

應，同時也對地方性的宗教發展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文化展演造成更多的政治顧慮與政策緊縮。其

中所涉及的敏感層面，還包括非穆斯林（尤其是漢族）對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排斥心理

逐漸升溫，以及對於甘寧青伊斯蘭教「阿拉伯化/去中國化」的疑慮等。這種在以往可能隱約或

部份存在於漢族社會中的負面認知，隨著近年來新疆問題的激化，以及西方國家不斷受到伊斯蘭

激進主義的恐怖攻擊等因素的出現，加上互聯網等新興人群互動網絡的效應，所謂中國式的「伊

斯蘭仇恐情結」（Islamophobia）都在不同的層面上浮現，其中還不乏漢族的政府官員與捍衛意識

型態為己任的學術從業者。這些公然出現、且帶有對穆斯林仇視與歧視性的氛圍，及其企圖營造

為「主流民意」的意圖，都使得伊斯蘭在中國今後的存續現象出現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由於

西北甘寧青等省區為中國回族等穆斯林少數民族最為集中的地區，本計畫認為有必要先來檢視當

前中國式的「伊斯蘭仇恐情結」對於西北穆斯林社會所產生的影響，進而評估下一年度對於撒拉

族社會的各種深入研究開展的可行性與成效預期。 

 

就此，本計畫主持人於 2015 年 8 月參加鄭和國際基金會於馬來西亞所召開的伊斯蘭在中國

的  國際討論會中，發表  "Is China Islamophobic?－A survey 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一文 （已於 2016 年正式出版）。3 該文研究指出，當代伊斯蘭恐斥現象及其解讀，

主要來自於西方社會。尤其是 911 事件以來伊斯蘭極端主義以西方國家為主要對象的恐怖攻擊，

伊拉克戰爭與伊斯蘭國（IS）的出現，以及穆斯林移民與難民問題等，都讓西方社會輿論中的反

穆斯林情結（anti-Muslimism）不斷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伊斯蘭恐斥現象主要目標還是

針對其國內的外國穆斯林移民。尤其後者在宗教文化與族群互動關係上處於和西方社保持較大的

差異性。但中國的回漢社會則不同。相較於西方當代出現的境外穆斯林移民社會，中國的回穆斯

林（1950 年之前撒拉族也被納入到廣義的西北回民範疇中）確實已在華夏社會中經歷了千百年

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與族群化（ethnicization）的過程。雖然清代曾爆發西北與雲南回民大規

模的抗清事件，但其因素十分複雜，包括清代對伊斯蘭的政策失當、回漢地方資源競爭、回民內

部教派對立與矛盾等，不宜一律以化約的回漢族群衝突關係來解讀。同時中原與沿海地區的穆斯

林社會自明代以來的發展卻相對穩定，其經堂教育與回儒思想的精神文化啟蒙，更顯現出伊斯蘭

在中國與華夏社會的共生（symbiosis）情境是有一定的基礎性。因此，西方反移民式的伊斯蘭恐

斥與反穆斯林情結不能和當代中國社會中的部份突發現象劃上等號。 

 

    不過，由於近年來中共處理新疆問題不當所導致的激化結果，以及受西方伊斯蘭恐斥與反穆

斯林情結的影響，當代中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思潮透過互聯網等新興媒介不斷地升溫。但這種持續

出現的負面情緒裡，也讓西北傳統教派多元對立的氣氛找到新的發抒窗口。計畫主持人在 "Is 

China Islamophobic?” 一文中，提出對 2014 年 1 月發生在寧夏南部西吉縣清真北大寺宗教活動踩

踏事件的觀察。該寺為蘇非派哲合忍耶門宦沙溝系統的宗教場域，當天依傳統在寺中聚集教眾為

已過世的老人家（第九輩教主/穆勒什德）馬震武舉行忌日紀念活動（爾麥理），會後依當地習俗

                                                 
3 Chang Chung-fu, “Is China Islamophobic?－A survey 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Haiyun Ma, Chai Shaojin and Ngeow 
Chow Bing ed., Zhenghe Forum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Muslim World.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16, pp.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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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油餅（油香）給參與群眾。由於當天參與人數眾多加上管理不當，最終導致踩踏事件，造成

數十人傷亡的慘劇。事發後互聯網上依官方發佈消息引發很多討論，雖然有部份檢討與反省，但

也有許多非穆斯林認為從「搶不值錢的油餅卻鬧出人命」，可見伊斯蘭教的落後與愚昧，為其之前

的反伊斯蘭論述找到明証。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反蘇非主義的伊斯蘭現代改革主義「新教」的信

眾（伊赫瓦尼與賽萊非也），也藉機抨擊門宦這種帶有斂財性質的爾麥理，與崇拜教主的迷信現象

是明顯地「背離主道」。這種教外人在攻擊伊斯蘭教之餘，又突顯出教內人因教派分歧所產生的對

立觀，不但為觀察當代中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思潮與中國式伊斯蘭恐斥氛圍中值得警覺的現象，同

時也反映出西北伊斯蘭在面臨這種新的「內外夾擊」情勢下所引發的困境與挑戰。但更值得關注

的是，當代新疆因反恐與反宗教極端主義滲透，採取前所未有的對伊斯蘭教的嚴厲管控措施，已

開始影響甘寧青回穆斯林社會的民族宗教政策與事務的正常發展。除了新疆的寒蟬效應之外，像

是「新教」伊赫瓦尼與賽萊非也在宗教建築、教義詮釋與對外關係上所展現的原教旨主義取向，

也被民族主義思想高漲的教外人視為帶有分離主義語意傾向的「阿拉伯化」，其真正意涵實為應加

以反制的「去中國化」。這種以西北伊斯蘭為目標，無視或簡化伊斯蘭在中國長期在地化發展事實

的思維，並以大漢族主義為唯一依歸的偏頗意識，是西北穆斯林社會在中國式伊斯蘭恐斥氛圍中

另一個需要嚴肅面對的外部挑戰。 

 

    除中國式的伊斯蘭仇恐情結的研究外，本計畫已於 2015 年底進行寧夏南部部份虎夫耶紅崗子

門宦與嘎地忍耶韭菜坪門宦等宗教場域的田野觀察。由於嘎地忍耶蘇非思想在撒拉族的門宦系統

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尚包括文泉堂（「撒拉教」）系統的當代發展與教爭，因此也利用本計畫

的機會，多了解嘎地忍耶門宦在寧夏的發展情勢，以做為比較甘肅、青海兩地相關發展的參考案

例。其中在固原市的二十里舖拱北結合當地漢人民間信仰與自身拱北傳說，來展現其當代相關宗

教文化與適應特點的做法，對於本計畫將持續觀察研究青海循化縣撒拉族駱駝泉、《古蘭經》等祖

先傳說，及其發揮當代在地文化展演功能的主體部份等議題，具有一定的參考效應。此外，本計

畫亦於 2016 年四月至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進行田野調查，主要是了解大西關寺等依赫瓦尼

清真寺的經堂教育。因本計畫所關注的青海循化、化隆境內卡力岡地區的藏語穆斯林社群，其宗

教人士學經多至臨夏大西關寺等場域。同時也對於虎夫耶華寺拱北及其相關現象進行田野調查。

因為華寺拱北創始人馬來遲早期相傳曾去卡力崗藏區傳教，是該地區「由藏轉回」的關鍵人物，

當地至今還有其相關傳說。而馬來遲在臨夏傳教過程中又與馬明心的哲合忍耶門宦發生教爭衝

突，後來更引爆信仰哲合忍耶的撒拉族先民於乾隆 46 年與 49 年兩次大規模的抗清事件（即蘭州

事件與石峰堡事件）。近年來華寺門宦在臨夏修建古蘭經博物館，展示馬來遲的宣教史料與該門宦

所珍藏的其他伊斯蘭宗教經典，並重新整理馬來遲事跡與相關歷史論述，這對於理解撒拉族的宗

教發展與歷史記憶的再現有著一定的關聯性。 

 

     在文本資料的收集方面，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在臨夏西郊清真寺所獲致的《中國嘎迪忍耶·

乃格什板頂耶道統史傳》（2015），係近年來田野調查中所獲致較為珍貴的門宦內部道統系譜。其中

《中國嘎迪忍耶·乃格什板頂耶道統史傳》為目前正處於分裂狀態的文泉堂門宦（「撒拉教」）中的一

支最新自敘性道統系譜，雖有一定的爭議性與支派色彩，但仍有其一定的研究價值。按這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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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迪忍耶·乃格什板頂耶道統史傳》是由當代文泉堂系統中自廣河道堂分裂至臨夏西郊寺的「撒拉教」

支派教主篩赫·穆罕穆德（馬海聖）主編，形式上 2015 年由香港的 四季出版社出版，事實上應該是

教內自行發行。該書基本上分為兩個部份，前面係交代嘎的忍耶傳入中國前在西亞地區的系譜傳承，

其多為譯自阿拉伯文資料的傳說性內容，基本上較難考證。而後半部則為以清末的馬文泉

（1840-1882）及其文泉堂系統的道統發展為依歸，先後論述自馬文泉及其之後幾位重要的傳承人（如

循化的穆撒、尤素甫、阿布都·爾則 阿布都里·反他黑、蘇娃什、海孜日等）的生平與各種事跡（包

括克拉邁提）。並以其所屬支派為「正統」，來強調自 上世紀末以來文泉堂系統因教權轉移所引發分

裂加劇後的繼承正當性。由此看來其主觀性與撰述動機的自我肯定十分明顯。但另一方面，當代青

海撒拉族學者馬成俊、馬偉等人所發表的〈嘎的林耶、文泉堂與撒拉族︰一個西北伊斯蘭神秘主義

教團的田野調查〉（《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一文，則具有文本考證與

田野民族志的研究價值，其立論也較為客觀。雖然馬通在上世紀末已將嘎的忍耶在撒拉族與地區的

傳佈派別、世系發展與道統源流勾勒出一個基本的輪廓，但對於各自地方性支派的系譜傳承，以及

當代的復振現象及其影響，還是有賴於馬成俊、馬偉等撒拉族學者的實證研究，而得以獲知更為詳

實的存續現象與脈絡。值得注意的是，1984 年海孜日過世後，嘎的忍耶文泉堂系統與撒拉教有關的

之派開始出現因教權繼承紛爭所引發的分裂，以及擴大衍生出的嚴重社會衝突事件。其中以海孜日

外孫尤素夫（韓福明）與甘肅廣河縣「五師傅」（馬世奎）之間的教權爭奪，以及 2000 年農曆 6 月

「五師傅」去世後，其原先掌教的廣河縣東大寺教下馬良義自任教主後於該年 11 月分別在平涼與廣

河爆發流血衝突（即 11·20 事件）最受矚目。事實上，這種傳統式的教權之爭，到了當代由於宗教

資源與社會經濟利益比以往更為豐富與誘人，所以不但擴大了「撒拉教」與相關嘎的忍耶門宦的分

裂與對抗，同時也影響撒拉族的社會凝聚力與內部我群意識的多元化。雖然其影響所及也包括甘青

等地的回族社群，但對於撒拉族這個人口才十萬出頭的一個穆斯林少數族群的延續發展而言，仍是

一個值得關注的警訊。由於主持人 2017 年 8 月開始將繼續從事西北門宦系譜源流與當代延續性書寫

的相關研究，文泉堂門宦（撒拉教）在這方面的議題亦將繼續深入研究。 

 

    總之，本計畫的重要性，在於能為國內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領域開拓中國西北穆斯林少數民族研究

的視野，並讓申請人長期觀察西北回族社會文化現象的既定基礎上，將相關實證研究推展到撒拉族中，

進而有效理解甘寧青穆斯林社群的整體發展態勢。雖然台灣人類學、民族學與族群研究也側重中國少

數民族領域，但「回－穆斯林」族群與西北少數民族卻一直很少得到較多人的注意。從中國大陸今後

的內政發展看來，西北地區的穆斯林族群問題的重要性與敏感性將持續受到關注。而本計畫及其實證

研究的成果，不僅可以做到為國內相關領域填補研究空白的效應，同時也希望能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共

鳴，讓台灣的中國少數民族與區域研究更具備多元呈現的深入意義。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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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6 年 11月 28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1. 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4 月底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進行田野調查，主要對像是大西

關寺、新華寺等伊赫瓦尼「新教」清真寺的經堂教育。因本計畫研究的對象之一為青海海東

循化、化隆等縣境內卡力岡山區的藏語穆斯林社群，其經堂教育與宗教學習傳承多來自臨夏

大西關寺等處。此外，也對於虎夫耶的華寺拱北及其相關宗教復振現象進行田野觀察。在本

計畫期中報告中有提及，華寺拱北創始人馬來遲（1681-1766，教內稱花寺太爺）早期相傳曾

去卡力崗藏區傳教，是該地區族群文化環境「由藏轉回」的關鍵人物，當地至今還有其相關

傳說。近年來華寺門宦在內部教爭的驅力下，在臨夏展開宗教文化復振措施。其中包括修建

臨夏唯一的古蘭經博物館，展示馬來遲個人的宣教史料，與該門宦所珍藏的其他伊斯蘭宗教

經典，並重新整理馬來遲事跡與相關歷史論述，這對於理解卡力崗及其鄰近地區撒拉族社會

的宗教發展、族群關係與當代歷史記憶再現等現象有著一定的重要性與關聯性。計畫主持人

於 2015 年 10 月底至中國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北方民族大學出席〈第二屆回族學高級

論壇〉，會後至同心縣虎夫耶紅崗子門宦與西海固嘎地忍耶韭菜坪門宦道堂與拱北、二十里舖

拱北等宗教場域進行田野觀察。由於歷史上嘎地忍耶門宦及其蘇非思想傳承在撒拉族的門宦

系統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被外界訛稱為「撒拉教」的文泉堂門宦，在青海循化與甘肅臨

計畫編號 MOST 104－2014－H－004－199－MY2 

計畫名稱 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青海撒拉族歷史意識的建構與認同的多

樣性 

 
出國人員

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 

1. 2016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30 日 
2.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7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

與青海省海東地區循化撒拉族自

治縣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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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近年來不斷對外擴展勢力並引發內部教爭，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一直引起關注，因此也利

用本計畫的機會，多了解嘎地忍耶門宦及其分支體系在寧夏的發展情勢，以做為本計畫比較

甘肅、青海兩地相關發展的參考案例。而位於固原市也屬於嘎地忍耶的二十里舖拱北亦十分

有特點，其以拱北修建傳說，結合蘇非教義與當地漢人民間信仰的宗教功能，在西北地區算

是較為罕見的案例。按二十里舖拱北宗教世俗化與在地化的特點，於本計畫探討傳說中撒拉

族先祖尕勒莽和阿合莽兩兄弟，自中亞撒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產生「駱駝泉」族源象徵意

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駝泉」景點、活動所帶動的族群認同建

構的內涵及其影響，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2. 為接續 2016 年 4 月的田野工作，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11 月底至繼續前往甘肅省臨夏回族自

治州臨夏市與青海省海東地區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進行田野調查，主要是探討當代文泉堂門宦

（當地訛稱「撒拉教」）教權分立現象及其對當地撒拉族、回族穆斯林社群的影響。在青海

民族大學撒拉族出身的研究者與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學者的協助下，經由對當代教主（老人

家）以及相關宗教人士的訪談，對於 1980 年代文泉堂教權體系的分立，及其當代教主（老人

家）、與知識精英重新編寫門宦譜系現象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與觀察。此次調查主要的地點

為臨夏市的西郊拱北與循化的洋庫浪拱北。 
 

二、 研究成果 

1. 本計畫雖是以撒拉族為研究對象，但計畫主持人近年來十分重視西方社會非理性的「伊斯 蘭

仇恐情結」（Islamophobia）已透過互聯網等平台開始在中國大陸的言論媒體中蔓延。在本報

告書前面已提及，計畫主持人也利用這兩次田調與多次出席中國大陸所主辦會議的機會，多

了解穆斯林知識份子與宗教人士對於「伊斯蘭仇恐情結」在中國蔓延的觀點與見解。之前計

畫主持人已於 2015 年 8 月參加鄭和國際基金會於馬來西亞所召開的伊斯蘭在中國的國際討

論會中，發表 "Is China Islamophobic?－A survey 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一文 （已於 2016 年正式出版）。依此，計畫主持人持續於北京《文化縱橫》2017 年 6 月號

上發表〈回漢族群關係中的文化認知差異與失序－穆斯林「辱教案」的歷史回顧與當代反思〉

一文，繼續探討回漢族群關係中的文化認知與爭議的焦點。 

 

2. 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底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與青海省海東地區循化撒拉族 

自治縣的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當代撒拉族知識份子重新調查研究文泉堂門宦的系譜演變內 

容，以及在臨夏市西郊拱北得到當代教主（老人家）所整理其該支派的系譜傳承資料（ 

     因內容敏感故形式上在香港出版）。據此，計畫主持人於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 12 屆 

     文化 交流史庶民生活與物質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6 年 12 月）中發表〈青海撒 

     拉族教派觀演變的多樣性與族群意識建構的互動意義〉一文。同時亦將部份民族志資料整 

     理為“Representations of Genealogy of Sufi Orders and its Socio-educational Functions in  

     Muslim Communities of Modern Northwest China”，該文已收入目前正由香港科技大學與 

     英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合作編輯 The Studies of Genealogy of Muslim in China 論文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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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暫定），預計於 2018 年中下旬出版。 
 

三、 建議 

台灣的民主自由與接受文化多元情境較中國大陸開放，但近年來以東南亞為主的境外穆斯

林社群亦在台灣顯著成長。雖然當代西方式的「伊斯蘭仇恐情結」或反穆斯林情緒在台灣

社會中並不明顯，但國人對伊斯蘭與穆斯林的理解等方面仍然有限，政府與學界在這些方

面應有更多的投入和參與。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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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6  年 11  月  28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1.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日，銀川） 

 

    計畫主持人於 2015 年 10 月至中國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北方民族大學出席〈第二屆回族學

高級論壇〉，會後至同心縣虎夫耶紅崗子門宦與西海固嘎地忍耶韭菜坪門宦道堂與拱北、二十里舖拱北

等宗教場域進行田野觀察。由於歷史上嘎地忍耶門宦及其蘇非思想傳承在撒拉族的門宦系統中有一定

的影響力，其中被外界訛稱為「撒拉教」的文泉堂門宦，在青海循化與甘肅臨夏近年來不斷對外擴展

勢力並引發內部教爭，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一直引起關注，因此也利用本計畫的機會，多了解嘎地忍

耶門宦及其分支體系在寧夏的發展情勢，以做為本計畫比較甘肅、青海兩地相關發展的參考案例。而

位於固原市也屬於嘎地忍耶的二十里舖拱北亦十分有特點，其以拱北修建傳說，結合蘇非教義與當地

漢人民間信仰的宗教功能，在西北地區算是較為罕見的案例。按二十里舖拱北宗教世俗化與在地化的

特點，於本計畫探討傳說中撒拉族先祖尕勒莽和阿合莽兩兄弟，自中亞撒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產生

「駱駝泉」族源象徵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駝泉」景點、活動所帶動

計畫編號 MOST 104－2014－H－004－199－MY2 

計畫名稱 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青海撒拉族歷史意識的建構與認同的多

樣性 

 
出國人員

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2015年 10月 7 日至 10日 

2015年 12 月 24日至 25日 

2016年 10月 28日至 29日 

 

會議地點 

銀川、昆明、桂林 

會議名稱 
1.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 

2.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 

3.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 

發表題目 

1. 政教統合下的延續與裂解︰ 馬步芳家族與依赫瓦尼新教改革運動關係的再思考 

2. 中國南方地區穆斯林宗族社會特徵與當代回族意象建構的互動意義︰以漢化論

為中心的探討 

3. 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及其特色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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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認同建構的內涵及其影響，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2.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昆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5 年 12 月底至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大學參加「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

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中國南方地區回族宗族社會特徵及其我群認同的變遷〉

論文。會中與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今年改為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及其他單位回族學研究者進行交

流，以增進對於雲南穆斯林研究最新情況的認識，同時也了解 2014 年為配合新疆情勢在雲南推動的「兩

清」（將境外省份至雲南宗教場域與學校學習經典者遣回原籍）的各種衝擊和影響。 

 

3.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桂林） 

 

    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10 月底至中國大陸廣西省桂林市，參加「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

村落」研討會，會中發表〈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及其特色〉論文。該也是會兩岸

三地《華人應用人類學學刊》編輯委員會年度會議。會中側重少數民族「村寨」在當前現代化衝擊下

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因應之道。除了經濟發展、觀光化及其產值效益外，傳統人類學對於文化變遷、

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的關注面向仍有其不同的當代解讀，但經濟效應所產生的影響，讓傳統的發展

與延續因此產生過多非客觀因素與過度加工的憂慮，「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儼

然成為地方累積資本的重要憑藉和手段。 

 

二、與會心得 

 

1. 部分心得已在前段「參加會議經過」中已論及。整體而言，近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學與人類學對

於少數民族問題的研究中，以民族志為重點的田野實證研究已蔚為主流，其中亦有不少質量不錯

的成果。但由於大多數研究都仰賴各種政府「課題」的經費資助，所以也會有礙於敏感性而避重

就輕的情況，這在西北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社群議題上尤為顯著。 

 

 2. 穆斯林少數族群已成為當前中國大陸少數民族中最容易引起爭議的群體。近年來西方社會非理性 

 的「伊斯蘭仇恐情結」（Islamophobia）似乎已在中國大陸蔓延，值得關注。計畫主持人一直以中英文 

 資料呼籲，近年來中國大陸社群網路上公然詆譭伊斯蘭教義、扭曲穆斯林文化、惡義解讀回民抗清史 

 觀、以及將少數國際恐怖主義與絕大部份信仰者畫上等號的言論似無忌憚地出現，發表者的身份甚至 

 還具有學科研究背景與職稱，並企圖擴大渲染以強化共鳴效應。這種新興的負面趨勢，已不是以往因 

 文化隔閡下所產生傳統負面式辱教意識的當代滋生，而是具有目的性與結構性的思想準備，刻意將對 

 穆斯林的仇視投射到迎合當前國家發展觀的一種投機心理。這種「有知且刻意的誤解」，企圖塑造伊 

 斯蘭與穆斯林是反現代化的、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障礙，並把國家的維穩政策與國際事務的接軌效 

 益恣意地予以片面性的解讀。這些看似是少數非穆斯林的極端行為，但卻想藉此擴大激化中國的反 

 伊斯蘭意識，這對於伊斯蘭在中國朝向穩定發展的存續機制，以及今後中國民族文化多元並存且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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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健的格局而言，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威脅與挑戰。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 

政教統合下的延續與裂解︰ 馬步芳家族與依赫瓦尼新教改革運動關係的再思考 

2015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日 

主辦︰北方民族大學、寧夏社會科學院 

 

清末民初以來，西北伊斯蘭教內部出現伊赫瓦尼「新教」的現代改革主義運動後，讓原本以格底木與

蘇非門宦為主的「老教」勢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進而造成甘寧青等地穆斯林社群的內部分裂。其

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乃是馬步芳及其家族統治青海等地期間，大力扶持伊赫瓦尼新教，並藉著「尊

經革俗」的理念，強行對「老教」勢力進行改革，企圖讓西北伊斯蘭全部新教化。這種穆斯林政教統

合的治理形態，固然強化了馬家地方軍閥勢力的統治基礎，但也造成新、老教社群的分裂與對立。直

到今日，不同的教派對立與社會資源競爭仍是西北伊斯蘭社群的主要特徵之一。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

看，馬步芳家族推動伊赫瓦尼新教改革運動的成效與影響，是觀察近代中國西北地區宗教與族群現象

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面向。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 

主辦︰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暨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台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論中國南方地區穆斯林宗族社會特徵與當代回族意象建構的互動意義︰以漢化論為中心的探討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經歷本土化過程所形成「華化」現象，以及元代以來回－穆斯林人群在華夏社會中

與漢民互動中所保持的共生關係，基本上都可以從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面向中，映證出

中國伊斯蘭的多元性與複雜性是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即使自清代以來，由於文化差異，回－穆斯林

不時會被歸屬於非華夏的「異類」，但「華化」的基礎更使得部分南方散雜居的回－穆斯林在周遭漢文

化的強勢影響下，走向除了殘留域外祖源意識之外，其他已明顯流失伊斯蘭族群文化特色的漢化結果。

這種「從回入漢」的過程中，形成與漢民形態相同的宗族社會，並開始編纂族譜與修建宗祠，成為漢

化論中具有代表性的現象之一。而南方漢化的回－穆斯林的族譜內容中，凡論及族群溯源、姓氏來源、

家族遷徙等內容一般都具有附會性與建構性，但其中亦不乏部分世系發展的史實價值，其性質大多為

凝聚宗族社會意識中的祖胤傳承觀。這種從傳統「華化」走向積極漢化的發展趨勢，雖然是部份南方

回－穆斯林最終不可避免所發展出來的社會適應機制，但其脫離伊斯蘭宗教信仰與穆斯林生活的實踐

意識，卻讓中國回漢共生的環境中出現某種程度單一同化導向的結果。然而，當代重新由國家所賦予

的法定少數民族「回族」的身份與認同意識的出現，讓長期依存宗族社會並已完全漢化或仍游移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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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群邊界間的回－穆斯林，在新的族群意識與「民族」位階的驅使下，走上「從漢返『回』」的新結

果。這個結果，對於延續至今的宗族社會的發展態勢倒沒太大的影響，但新的民族位階及其「必需」

映證的穆斯林身份卻出現一定的落差與認知矛盾。甚至成為質疑回族當代建構論的一種文化意識的來

源。而這些對於宗族的民族志觀察及研究，不僅能讓當前中國大陸回族社會的適應機制產生更為深入

的分析，同時也讓漢化論在回漢共生的情境中開展出更為多元的解讀面向。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主辦︰廣州中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 

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及其特色 

 

對於理解中國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長期互動關係的發展過程而言，分佈在青海東部化隆、循化

等地境內卡力崗山區的「藏語穆斯林」現象，確實能夠提供出一個具有結合當代族群史與民族學（人

類學）學科研究特色的觀察案例。如果從族群溯源研究的觀點看來，此一觀察應該具備以下三個論述

面向：一、在歷史記憶的展現方式上，「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爭議，都必須面對藏文化如何與穆

斯林文化並存適應的事實；二、從花寺門宦太爺馬來遲於清乾隆年間至卡力崗傳播伊斯蘭教的傳說開

始，經過格底目、蘇非主義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當地宗教意識的變遷意義及其對於穆斯林我

群意識所產生的形塑過程；三、當代中共民族識別下，回族與藏族的法定少數民族身份，對於「藏語

穆斯林」的族群認同意識的鞏固，及其所引發的族群邊緣研究意義的討論。而這種以卡力崗「藏語穆

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的論述模式，亦有助於擴大並深化當代中國西北族群與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 

 
四、建議 

 

1. 兩岸民族學與人類學的互動交流，應在嚴謹的民族志資料基礎上產生更多的對話與學習效應。 

2. 台灣學界與文化界對於伊斯蘭教與穆斯林民族問題應有更多與實質的關注。 

3. 人類學與民族學應多展開與強化「應用」的研究，以開拓視野，並爭取社會對此學科的重視。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六、其他 

無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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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心得報告 

                                    

日期：106 年 11月 28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1. 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4 月底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進行田野

調查，主要對像是大西關寺、新華寺等伊赫瓦尼「新教」清真寺的經堂

計畫編

號 

MOST 104－2014－H－004－199－MY2 

計畫名

稱 

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青海撒拉族歷史意識的建

構與認同的多樣性 

 

出國人

員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副教授 

出國時

間 

1. 2016年 4月 

25日至 4月 

30 日 
2. 2016 年 11

月 18 日

至 11 月 

27 日 
 

出國地

點 

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

族自治州與青海省海東

地區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出國研

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

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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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因本計畫研究的對象之一為青海海東循化、化隆等縣境內卡力岡

山區的藏語穆斯林社群，其經堂教育與宗教學習傳承多來自臨夏大西關

寺等處。此外，也對於虎夫耶的華寺拱北及其相關宗教復振現象進行田

野觀察。在本計畫期中報告中有提及，華寺拱北創始人馬來遲

（1681-1766，教內稱花寺太爺）早期相傳曾去卡力崗藏區傳教，是該

地區族群文化環境「由藏轉回」的關鍵人物，當地至今還有其相關傳說。

近年來華寺門宦在內部教爭的驅力下，在臨夏展開宗教文化復振措施。

其中包括修建臨夏唯一的古蘭經博物館，展示馬來遲個人的宣教史料，

與該門宦所珍藏的其他伊斯蘭宗教經典，並重新整理馬來遲事跡與相關

歷史論述，這對於理解卡力崗及其鄰近地區撒拉族社會的宗教發展、族

群關係與當代歷史記憶再現等現象有著一定的重要性與關聯性。計畫主

持人於2015年10月底至中國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北方民族大學

出席〈第二屆回族學高級論壇〉，會後至同心縣虎夫耶紅崗子門宦與西

海固嘎地忍耶韭菜坪門宦道堂與拱北、二十里舖拱北等宗教場域進行田

野觀察。由於歷史上嘎地忍耶門宦及其蘇非思想傳承在撒拉族的門宦系

統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被外界訛稱為「撒拉教」的文泉堂門宦，在

青海循化與甘肅臨夏近年來不斷對外擴展勢力並引發內部教爭，在西北

穆斯林社會中一直引起關注，因此也利用本計畫的機會，多了解嘎地忍

耶門宦及其分支體系在寧夏的發展情勢，以做為本計畫比較甘肅、青海

兩地相關發展的參考案例。而位於固原市也屬於嘎地忍耶的二十里舖拱

北亦十分有特點，其以拱北修建傳說，結合蘇非教義與當地漢人民間信

仰的宗教功能，在西北地區算是較為罕見的案例。按二十里舖拱北宗教

世俗化與在地化的特點，於本計畫探討傳說中撒拉族先祖尕勒莽和阿合

莽兩兄弟，自中亞撒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產生「駱駝泉」族源象徵意

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駝泉」景點、活動

所帶動的族群認同建構的內涵及其影響，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2. 為接續 2016 年 4 月的田野工作，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11 月底至繼續

前往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與青海省海東地區循化撒拉族自治

縣進行田野調查，主要是探討當代文泉堂門宦（當地訛稱「撒拉教」）

教權分立現象及其對當地撒拉族、回族穆斯林社群的影響。在青海民

族大學撒拉族出身的研究者與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學者的協助下，經

由對當代教主（老人家）以及相關宗教人士的訪談，對於 1980 年代文

泉堂教權體系的分立，及其當代教主（老人家）、與知識精英重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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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門宦譜系現象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與觀察。此次調查主要的地點為

臨夏市的西郊拱北與循化的洋庫浪拱北。 
 

二、 研究成果 

1. 本計畫雖是以撒拉族為研究對象，但計畫主持人近年來十分重視西方

社會非理性的「伊斯 蘭仇恐情結」（Islamophobia）已透過互聯網等平

台開始在中國大陸的言論媒體中蔓延。在本報告書前面已提及，計畫

主持人也利用這兩次田調與多次出席中國大陸所主辦會議的機會，多

了解穆斯林知識份子與宗教人士對於「伊斯蘭仇恐情結」在中國蔓延

的觀點與見解。之前計畫主持人已於 2015 年 8 月參加鄭和國際基金

會於馬來西亞所召開的伊斯蘭在中國的國際討論會中，發表 "Is China 

Islamophobic?－A survey 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一文 （已於 2016 年正式出版）。依此，計畫主持人持續於北京《文

化縱橫》2017 年 6 月號上發表〈回漢族群關係中的文化認知差異與失

序－穆斯林「辱教案」的歷史回顧與當代反思〉一文，繼續探討回漢

族群關係中的文化認知與爭議的焦點。 

 

2. 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底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與青海省海東

地區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當代撒拉族知識份子重新調

查研究文泉堂門宦的系譜演變內容，以及在臨夏市西郊拱北得到當代教

主（老人家）所整理其該支派的系譜傳承資料（因內容敏感故形式上在

香港出版）。據此，計畫主持人於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 12 屆文化 交

流史庶民生活與物質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6 年 12 月）中發表

〈青海撒拉族教派觀演變的多樣性與族群意識建構的互動意義〉一文。

同時亦將部份民族志資料整理為“Representations of Genealogy of Sufi 

Orders and its Socio-educational Functions in Muslim Communities of 

Modern Northwest China”，該文已收入目前正由香港科技大學與英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合作編輯 The Studies of Genealogy of Muslim in China 

論文集（題目暫定），預計於 2018 年中下旬出版。 
 

三、 建議 

台灣的民主自由與接受文化多元情境較中國大陸開放，但近年來以

東南亞為主的境外穆斯林社群亦在台灣顯著成長。雖然當代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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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蘭仇恐情結」或反穆斯林情緒在台灣社會中並不明顯，但

國人對伊斯蘭與穆斯林的理解等方面仍然有限，政府與學界在這些

方面應有更多的投入和參與。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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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6  年 11  月  28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1.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0 月 7

計畫編

號 

MOST 104－2014－H－004－199－MY2 

計畫名

稱 

族群溯源、教派衝突與異群觀︰青海撒拉族歷史意識的建

構與認同的多樣性 

 

出國人

員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

教授 

會議時

間 

2015年 10月 7 日至

10 日 

2015年 12 月 24日至

25 日 

2016年 10月 28日至

29 日 

 

會議地

點 

銀川、昆明、桂林 

會議名

稱 

1.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 

2.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 

3.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 

發表題

目 

1. 政教統合下的延續與裂解︰ 馬步芳家族與依赫瓦尼新教改革

運動關係的再思考 

2. 中國南方地區穆斯林宗族社會特徵與當代回族意象建構的互動

意義︰以漢化論為中心的探討 

3. 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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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0 日，銀川） 

 

    計畫主持人於2015年10月至中國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北方民族大學

出席〈第二屆回族學高級論壇〉，會後至同心縣虎夫耶紅崗子門宦與西海固嘎地

忍耶韭菜坪門宦道堂與拱北、二十里舖拱北等宗教場域進行田野觀察。由於歷史

上嘎地忍耶門宦及其蘇非思想傳承在撒拉族的門宦系統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

被外界訛稱為「撒拉教」的文泉堂門宦，在青海循化與甘肅臨夏近年來不斷對外

擴展勢力並引發內部教爭，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一直引起關注，因此也利用本計

畫的機會，多了解嘎地忍耶門宦及其分支體系在寧夏的發展情勢，以做為本計畫

比較甘肅、青海兩地相關發展的參考案例。而位於固原市也屬於嘎地忍耶的二十

里舖拱北亦十分有特點，其以拱北修建傳說，結合蘇非教義與當地漢人民間信仰

的宗教功能，在西北地區算是較為罕見的案例。按二十里舖拱北宗教世俗化與在

地化的特點，於本計畫探討傳說中撒拉族先祖尕勒莽和阿合莽兩兄弟，自中亞撒

馬爾罕遷徙至循化，並產生「駱駝泉」族源象徵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代循化

重建主題公園式的「駱駝泉」景點、活動所帶動的族群認同建構的內涵及其影響，

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2.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昆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5 年 12 月底至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大學參加「大陸

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中國南方地

區回族宗族社會特徵及其我群認同的變遷〉論文。會中與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今

年改為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及其他單位回族學研究者進行交流，以增進對於雲

南穆斯林研究最新情況的認識，同時也了解 2014 年為配合新疆情勢在雲南推動

的「兩清」（將境外省份至雲南宗教場域與學校學習經典者遣回原籍）的各種衝

擊和影響。 

 

3.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桂林） 

 

    計畫主持人於2016年10月底至中國大陸廣西省桂林市，參加「跨學科沙龍︰

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研討會，會中發表〈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

志研究及其特色〉論文。該也是會兩岸三地《華人應用人類學學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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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會議。會中側重少數民族「村寨」在當前現代化衝擊下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

因應之道。除了經濟發展、觀光化及其產值效益外，傳統人類學對於文化變遷、

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的關注面向仍有其不同的當代解讀，但經濟效應所產生的

影響，讓傳統的發展與延續因此產生過多非客觀因素與過度加工的憂慮，「被發

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儼然成為地方累積資本的重要憑藉和手段。 

 

二、與會心得 

 

1. 部分心得已在前段「參加會議經過」中已論及。整體而言，近年來中國大

陸民族學與人類學對於少數民族問題的研究中，以民族志為重點的田野實證

研究已蔚為主流，其中亦有不少質量不錯的成果。但由於大多數研究都仰賴

各種政府「課題」的經費資助，所以也會有礙於敏感性而避重就輕的情況，

這在西北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社群議題上尤為顯著。 

 

 2. 穆斯林少數族群已成為當前中國大陸少數民族中最容易引起爭議的群體。

近年來西方社會非理性 的「伊斯蘭仇恐情結」（Islamophobia）似乎已在中國大

陸蔓延，值得關注。計畫主持人一直以中英文 資料呼籲，近年來中國大陸社群

網路上公然詆譭伊斯蘭教義、扭曲穆斯林文化、惡義解讀回民抗清史 觀、以及

將少數國際恐怖主義與絕大部份信仰者畫上等號的言論似無忌憚地出現，發表

者的身份甚至 還具有學科研究背景與職稱，並企圖擴大渲染以強化共鳴效應。

這種新興的負面趨勢，已不是以往因文化隔閡下所產生傳統負面式辱教意識的

當代滋生，而是具有目的性與結構性的思想準備，刻意將對穆斯林的仇視投射

到迎合當前國家發展觀的一種投機心理。這種「有知且刻意的誤解」，企圖塑造

伊斯蘭與穆斯林是反現代化的、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障礙，並把國家的維穩

政策與國際事務的接軌效 益恣意地予以片面性的解讀。這些看似是少數非穆斯

林的極端行為，但卻想藉此擴大激化中國的反 伊斯蘭意識，這對於伊斯蘭在中

國朝向穩定發展的存續機制，以及今後中國民族文化多元並存且整體 穩健的格

局而言，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威脅與挑戰。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5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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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北方民族大學、寧夏社會科學院 

 

題目︰清政教統合下的延續與裂解︰ 馬步芳家族與依赫瓦尼新教改革運動關係

的再思 

 

考末民初以來，西北伊斯蘭教內部出現伊赫瓦尼「新教」的現代改革主義運動後，

讓原本以格底木與蘇非門宦為主的「老教」勢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進而造成

甘寧青等地穆斯林社群的內部分裂。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乃是馬步芳及其家

族統治青海等地期間，大力扶持伊赫瓦尼新教，並藉著「尊經革俗」的理念，強

行對「老教」勢力進行改革，企圖讓西北伊斯蘭全部新教化。這種穆斯林政教統

合的治理形態，固然強化了馬家地方軍閥勢力的統治基礎，但也造成新、老教社

群的分裂與對立。直到今日，不同的教派對立與社會資源競爭仍是西北伊斯蘭社

群的主要特徵之一。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馬步芳家族推動伊赫瓦尼新教改革

運動的成效與影響，是觀察近代中國西北地區宗教與族群現象中十分重要的一個

面向。 

 

 

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 

主辦︰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暨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台灣政治大

學民族學系     

 

題目︰論中國南方地區穆斯林宗族社會特徵與當代回族意象建構的互動意義︰

以漢化論為中心的探討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經歷本土化過程所形成「華化」現象，以及元代以來回－穆斯

林人群在華夏社會中與漢民互動中所保持的共生關係，基本上都可以從文化變遷、

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面向中，映證出中國伊斯蘭的多元性與複雜性是遠超過一

般人的想像。即使自清代以來，由於文化差異，回－穆斯林不時會被歸屬於非華

夏的「異類」，但「華化」的基礎更使得部分南方散雜居的回－穆斯林在周遭漢

文化的強勢影響下，走向除了殘留域外祖源意識之外，其他已明顯流失伊斯蘭族

群文化特色的漢化結果。這種「從回入漢」的過程中，形成與漢民形態相同的宗

族社會，並開始編纂族譜與修建宗祠，成為漢化論中具有代表性的現象之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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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漢化的回－穆斯林的族譜內容中，凡論及族群溯源、姓氏來源、家族遷徙等

內容一般都具有附會性與建構性，但其中亦不乏部分世系發展的史實價值，其性

質大多為凝聚宗族社會意識中的祖胤傳承觀。這種從傳統「華化」走向積極漢化

的發展趨勢，雖然是部份南方回－穆斯林最終不可避免所發展出來的社會適應機

制，但其脫離伊斯蘭宗教信仰與穆斯林生活的實踐意識，卻讓中國回漢共生的環

境中出現某種程度單一同化導向的結果。然而，當代重新由國家所賦予的法定少

數民族「回族」的身份與認同意識的出現，讓長期依存宗族社會並已完全漢化或

仍游移於回漢族群邊界間的回－穆斯林，在新的族群意識與「民族」位階的驅使

下，走上「從漢返『回』」的新結果。這個結果，對於延續至今的宗族社會的發

展態勢倒沒太大的影響，但新的民族位階及其「必需」映證的穆斯林身份卻出現

一定的落差與認知矛盾。甚至成為質疑回族當代建構論的一種文化意識的來源。

而這些對於宗族的民族志觀察及研究，不僅能讓當前中國大陸回族社會的適應機

制產生更為深入的分析，同時也讓漢化論在回漢共生的情境中開展出更為多元的

解讀面向。 

 

跨學科沙龍︰現代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存續 

 

時間︰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主辦︰廣州中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 

 

題目︰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及其特色 

 

對於理解中國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長期互動關係的發展過程而言，分佈在

青海東部化隆、循化等地境內卡力崗山區的「藏語穆斯林」現象，確實能夠提供

出一個具有結合當代族群史與民族學（人類學）學科研究特色的觀察案例。如果

從族群溯源研究的觀點看來，此一觀察應該具備以下三個論述面向：一、在歷史

記憶的展現方式上，「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爭議，都必須面對藏文化如何

與穆斯林文化並存適應的事實；二、從花寺門宦太爺馬來遲於清乾隆年間至卡力

崗傳播伊斯蘭教的傳說開始，經過格底目、蘇非主義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

當地宗教意識的變遷意義及其對於穆斯林我群意識所產生的形塑過程；三、當代

中共民族識別下，回族與藏族的法定少數民族身份，對於「藏語穆斯林」的族群

認同意識的鞏固，及其所引發的族群邊緣研究意義的討論。而這種以卡力崗「藏

語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的論述模式，亦有助於擴大並深化當代中國西北族群

與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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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1. 兩岸民族學與人類學的互動交流，應在嚴謹的民族志資料基礎上產生更多

的對話與學習效應。 

2. 台灣學界與文化界對於伊斯蘭教與穆斯林民族問題應有更多與實質的關

注。 

3. 人類學與民族學應多展開與強化「應用」的研究，以開拓視野，並爭取社

會對此學科的重視。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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