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碩士論文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

－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指導老師：張  中  復

研  究  生：馬  孝  棋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1 日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民
族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殯
葬
文
化
對
宗
教
意
識
與
族
群
認
同
的
影
響

馬
孝
棋
撰





1

一個墓碑象徵一個族群的文化邊界， 
刻有阿拉伯古蘭經文的墓碑 

「凡有氣息的皆嚐到死亡的滋味， 
之後，你們將回歸到我（安拉）。」 

（古蘭經第29章57節） 
告知穆斯林對死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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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誌 

穆斯林要說感謝的話，首先一定會先以阿拉伯語說 al-Hamudulillahi意思就

是一切的讚美都是屬於安拉真主的。 

此外，要感謝我的爸媽在我 17歲那年就把我送到遙遠的北非利比亞去學習

伊斯蘭知識與阿拉伯語，如果不是爸媽睿智的決定相信筆者就很難步入伊斯蘭

這塊領域裡。民國 66年 11月赴利比亞就讀伊斯蘭與阿拉伯語文，民國 77年大

學畢業回台，之後又完成了對國家的 2年的義務兵役，民國 82年正式開始加入

社會的工作，經過數月的思考，還是以在國外所學習的伊斯蘭宗教知識，實際

運用在台灣的清真寺的崗位上以及社會上為佳，因此，民國 83年初筆者選擇中

國回教協會與台北清真寺為個人的第一份志願職，開始投效伊斯蘭服務與宣教

的工作。 

筆者以感恩安拉真主的心來服務伊斯蘭與穆斯林教親，當時雖然待遇薪資

與福利都不及於社會上的優渥，但受到歷任協會理事長與清真寺教親的支持，

讓我亦能滿足於在宗教信仰與精神上的滋潤。隨着工作與自己對宣教上能更進

一步的期許，筆者於民國 94年以台灣穆斯林的殯葬為研究計畫主題向國立政治

大學民族所申請在職研究生，此一研究主題獲得民族學系張中復教授的支持與

鼓勵，他一直認為，以筆者穆斯林的身份以及有阿拉伯語言與伊斯蘭教知識的

專業學歷，再加上現職教長（阿訇）實務的宗教經驗，來從事人文社會的研究，

其對研究者本身或是對內部自己的宗教以及外部社會對伊斯蘭的了解，都有深

遠的正面影響與意義。 

筆者要感謝張中復教授六年來的對筆者的研究指導，帶領著筆者與許多學

生從課堂上的客觀論述，走向田野做實證的觀察，讓筆者的研究主題在內容上

有了更開放的自我批判以及對文字上論述的客觀性，降低了在教言教內部論調



II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的偏重，提高了學術客觀角度的視野，讓這一本究論文能粗略呈現在讀者面前。 

這本研究論文決不是筆者一人的研究呈現與結果，而是經過多年來集課堂

上民族學系老師與多位同學的討論，還有研究寫作的過程中筆者所採訪的報導

人，沒有他們的參與和無私的提供寶貴的資料與論述，相信這本論文是寫不出

來的。此外，筆者要感謝口試這本論文的口試委員林端教授與張家麟教授在口

試當天對筆者論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筆者亦從中獲得相當而深刻的知識。 

再要感謝民族學系上的學長姐們在筆者的大綱發表以及章節發表上給我有

正面的批評與指教，另外要特別感謝的就是在我寫作中有思路上與論文格式上

的指導者趙秋蒂老師是功不可沒的，還有蘇怡文、于嘉明、系辦何德隆與張文

思助教的辛勞協助。 

一本研究論文牽連著筆者對這他們的無限感謝，但最後我不能忘記一位長

者賈福康老人家，他對兩岸穆斯林的發展抱持無限期望，對筆者耳提面命的鼓

勵，決不可放棄完成論文拿到學位，這份叮嚀最終能成現還是受到賈老人家的

敦促，此情筆者將永生不忘。 

對於本論文的讀者，仍歡迎批評與指教，更期待藉此在未來有機會與各宗

教共同營造和諧的宗教對話做一份努力，讓社會更了解伊斯蘭，讓世人更加祥

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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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從聖地經大陸到台灣的歷史軌跡

全球穆斯林的信仰與認同中心─麥加天房。 
（沙國新聞局提供）

全球穆斯林第二聖地麥地那 
穆罕默德先知清真寺。

大陸臨夏穆斯林以寺圍居，明顯形成宗教族
群的認同邊界。（筆者提供）

當今台灣鹿港郭家是1683年早期從泉州 
遷台之回民後裔。（回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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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六十年來穆斯林先人辛苦開闢六處清真寺實為可貴，後人要飲水思源。 
（回協提供）

穆斯林從聖地經大陸到台灣的歷史軌跡

民國二十八年大陸各省穆斯林響應政府抗日白崇禧將軍於重慶市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
會」展現穆斯林愛國興教的歷史責任。（回協提供）



V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回教協會與北市府簽定 
合約使用六張犁回教公墓。

新竹以北地區的穆斯林均安葬在六張犁 
回教公墓，約可容納2,000穴位。

穆斯林抗日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生於民前十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歿於民國五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白將軍為國為民為教貢獻巨大，求安拉回賜他。

部份台灣穆斯林長久以來受漢文化的影響，
逐漸出現回墳漢式現象。

六張犁回教公墓飽和現象日益嚴重， 
急需政府與回協提出解決方案。

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田野觀察（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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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伊斯蘭」（اإلسالم，al-Islam）1在台灣又稱「回教」2，其信仰與生活方式

受到世人囑目，信徒稱「穆斯林」（مسلم - Muslim，順從安拉的人），他們的生

活從生到死歷經人生的出生、結婚、病老到死亡的過程，每一過程都緊密著與

宗教意識與認同相關聯，展現生活的特殊性。在台灣社會一般民眾常稱他們是

「回教徒」，過去遷台老一輩的穆斯林常使用「穆民」、「回民」或「教親」，

在國內政治文件上有用「回胞」，在學界又有「漢語穆斯林」、「信仰回教的

漢人」、「信回教的中國人」或是「台灣穆斯林」、「穆斯林後裔」，信徒稱

呼呈多樣性，現在大多以「穆斯林」自稱。在本論文因時代背景不同或個人見

解不同，所以在身份的使用上筆者會交換使用，基本上筆者會以穆斯林一詞為

主。 

台灣穆斯林大至可分為大陸遷台的回民教親至今大部份內部估計有五至六

萬人，但又有人說二萬多人不等，這中間包括泰緬遷台的雲南省籍穆斯林，但

                                                 
1  「伊斯蘭」是阿拉伯字，字根有順服、安寧之意。他是宗教名稱亦是全方位的生活認知，是
一整套生活的方式，是安拉（真主）為人類所定的名稱，祂說：「我已完成對你們的恩典，

我喜悅以『伊斯蘭』做為你們的宗教。」（5：3）。 
古蘭經第五章第三節 
原文：و أتممت عليكم نعمتي و رضيت لكم اإلسالم دينا 
祂從人祖亞當開始一直到最後的使者穆罕默德（安拉的平安在他之上）歷經多位使者與先

知傳達真理與真相給人類，希望他們能明白遵守祂的勸導。西元 611年至 632年止，祂降
示《古蘭經》給穆罕默德使者於麥加與麥地那兩聖城之間，宣告祂對人類的慈恩並定名為

「伊斯蘭」。 
「伊斯蘭」論及到今世的生活制度也談到死後世界的善惡審判，最終人類將進入永恆天園或

是火獄的時空，這一切都由人自己用智慧來選擇。伊斯蘭的信仰主要有六：信安拉、信天使、

信經典、信使者、信後世、信前定，稱「六大信仰」；主要功修有五：唸、禮、齋、課、朝，

稱「五功」。除此外，「伊斯蘭」還建立在人與他自己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萬物、

人與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之上，人與這一切的關係是以「信安拉」的關係為基礎，而產生了個

人與社會的功修，建立兩世（今世與後世）和諧與安寧的生活。 
2  「回教」本名伊斯蘭。因西域回紇人信仰伊斯蘭而定名回教。回回在中土歷經唐、宋、元三
朝時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與中亞人成為中土的境外「番客」與當地漢人聯姻形成回漢

共同體，到了明朝對他們採取漢化政策，加速了「回中有漢」的生活特色，因此回教、回民

成了漢民社會的通用語，1956 年 6 月 2 日中國不再使用「回教」一詞，統稱伊斯蘭教。台
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仍沿用「回教」一詞。「回教」過去在大陸又稱「清真教」、「開天古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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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穆斯林人數迄今未有精確統計；另外還有外籍來台的穆斯林目前大約有十

五萬人，大多是印尼勞工及印尼留學生和非洲的留學生，此外從伊斯蘭國家來

台從事商貿活動大多數都是暫居性質停留在台灣，少部份的外籍穆斯林在台娶

妻生子組成家庭在台長期生活，不管是暫居還是定居台灣的穆斯林，不論是那

地方來的穆斯林基本上因共同的宗教信仰成為共同的意識、認同與歸屬，「穆

民皆兄弟」3建構跨種族、語言、心理、文化、膚色、地域、時間的族群，因為

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在非穆斯林社會的漢人社會中形成以伊斯蘭

為信仰主體的穆斯林族群生活之特色。 

當今台灣穆斯林在漢民為主流的多元文化與國際化的影響下，穆斯林的信

仰出現在地化（漢化）或漢化或世俗化現象，所謂在地化就是漢化的過程是指

他們對宗教信仰逐漸放棄或是排斥宗教的約束，放棄宗教信仰，出現對宗教意

識「淡化現象」；另一方面台灣的穆斯林因教規上的自覺而出現多元的做法，

產生內部宗教的「分化現象」，這種族群意識與認同的淡化與分化現象，從穆

斯林的殯葬活動中明顯察覺，成為檢測宗教意識與身份認同的焦點。 

死亡與殯葬是很好觀察族群文化意識與認同變化的焦點。以漢民族為主體

的台灣地區，漢人往往視死者的「屍體」為喪家為凶煞不幸的象徵，所以透過

一連串的宗教儀式以及避免禁忌事情的發生，好讓亡人的屍體順利轉化為家中

「神主」，進而保佑喪家成員，方為圓滿。在將死者轉換為祖先的過程中，同

時為活人做到心理安定與定神的作用，這種信以為真的思想成為一般台灣人宗

教信仰的意識來源，也形塑了以民間信仰為基礎的宗教族群認同之動力。以穆

斯林在處理的殯葬不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儀式上，都必須依據《古蘭經》 

al-Hadīth，以下簡稱「聖，الحديث）與《穆罕默德聖訓集》（al-Qur’ān ， القرآن）

                                                 
3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法赫德國王古蘭經印製廠聖城麥地那版，回曆 1407 年，頁

516。 
古蘭經第四十九章第十節 
原文： إنما المؤمنون إخو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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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裡的經文規定，「事死如生」要以禮待之，相當重視，過程中不能參外

來地方風俗與文化支配。然而，伊斯蘭在傳播的過程當中，從原生地今天的沙

烏地阿拉伯的兩聖地麥加與麥地那傳播到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方，很明顯的發

現伊斯蘭文化元素與在地的文化產生了兩種文化之間發生相融與借用或是排斥

的現象，從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解釋這種現象是文化變形或是文化轉

變的現象。 

本文就以當代台灣穆斯林做為觀察的對象，遷台後的大陸回民穆斯林基本

上是延續了在大陸家鄉的回民傳統的生活形態，沒有出現太大的改變，由於遷

台的穆斯林沒有足夠的穆斯林人口集中在一個地區，未能形成「哲瑪提」聚居

的生活形態，所以在宗教生活像是飲食禁忌、婚喪喜慶、禮拜齋戒等等的實踐

面臨困難，經過長期與左鄰右舍的漢民文化與習俗相處，逐漸失去穆斯林生活

的色彩，就以台灣穆斯林的殯葬為例，不難發現穆斯林的殯葬當中所具有大陸

回民地方特色的「念、整、洗、穿、站、送、埋、祈、搭救亡人」儀式之外，

亡人家屬也受漢人殯葬習俗的影響，開始自我主張「回漢」混合殯葬的儀式4，

凸顯出台灣穆斯林的信仰已被漢文化快速滲透的事實。當今另有一部份的穆斯

林以強烈的宗教訴求回歸伊斯蘭的經典，以「遵經革俗」的手法回到「從一而

終論」5的殯葬方式，有許多傳統穆斯林無法適應的問題，使台灣穆斯林內部呈

現不穩定的變革，筆者身為台灣穆斯林一份子，希望透過民族學（文化人類學）

的研究視野與方法，藉由「殯葬問題」來觀察台灣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

同變遷。 

筆者認為，關注穆斯林的殯葬問題就是關切族群信仰與認同的核心問題，

關切「殯葬教育」對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凝聚族群的力量是有一定的助力。換

                                                 
4  回教的殯葬經由回漢治喪委員組成，為了兼顧亡人回漢兩界的親友與宗教信仰，該委員會用
「先回後漢」的殯葬方式來舉行，或者是亡人下葬後其後人採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各自對亡

人進行各式各樣的祭拜儀式。 
5 是指完全遵照沙烏地阿拉伯的伊斯蘭教規來舉行殯葬儀式，對於地方習俗的滲入都是不合教
規的一律視為異端行為，阿拉伯語稱「鄙達」（بدعة，bidaā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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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台灣穆斯林族群的發展，需強化他們對伊斯蘭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

觀念，殯葬的功能有利於提振正在弱化中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一、台灣穆斯林殯葬的十件悲哀做為研究動機 

筆者為世襲穆斯林，父母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遷台，都是來至於南

京大陸的回民家庭，筆者從小到高中對自己所了解的伊斯蘭知識相當有限，直

到民國六十六年（1977年）前往北非的利比亞就讀阿拉伯語和伊斯蘭經書才對

自己的宗教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回台之後服兵役兩

年，服役中深深的感覺到穆斯林在台灣生存與發展的困難，服役之後原本想從

事伊斯蘭阿拉伯地區國際貿易，後來還是感知伊斯蘭需要青年人，所以在民國

八十二年（1993年）以熱忱的心情加入了「中國回教協會」開始對內服務穆斯

林教親對外宣揚伊斯蘭的專職宗教的工作直到今天。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四年

（1999 年至 2005 年）間擔任台北清真大寺教長一職，切身的感覺到當今穆斯

林對自己宗教的知識陌生，尤其是亡人家屬實際面臨到殯葬的時刻，才知道自

己對伊斯蘭教義與各項宗教儀式的生疏，才表露出自己的信仰原來是與亡人不

同的，真的讓人遺憾的是，把亡人送來清真寺，交給寺方處理後事，而自己已

經不是穆斯林了，這種以爸（媽）是回教我不是的說詞，聽了心理就很難過，

讓筆者改變傳統穆斯林家庭世襲的觀念，這也正是反映出遷台穆斯林與後輩的

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已嚴重的受到當地漢俗社會文化的影響。由於筆者任教長

時期常是殯葬的第一現場的主持者，與亡人家屬互動，其過程親身體驗當下的

那種回漢揉和（hybrid）下的身份與宗教屬性的矛盾以及與心理複雜景象，此經

驗讓筆者感悟，為何會如此？應該如何挽救他（她）們。以下提出「台灣回教



緒論 5 

 

殯葬的十件悲哀」做為研究動機： 

（一） 看到過去在民國五十二年間的兩場回教殯葬的照片顯示出，當時亡人雖

依穆斯林「念、整、洗、穿、站、送、埋、祈、搭救亡人」的殯葬儀式，

但還是因亡人的社會關係崇高，同時也為非穆斯林開設靈堂辦追悼會，

孝子披麻帶孝，親友送花圈、輓聯，還有孝子答謝等過程，相當於「回

漢合體或先回後漢」的雙文化殯葬活動。 

（二） 教親完全不知該如何為長輩準備穆斯林的殯禮，他們說：「阿訇，家裡

爸爸（媽媽）已『往生』6，他（她）是信回教的，我們已不信了，那我

們要怎麼為他（她）辦理後事呢？」 

（三） 台灣新一代的阿訇們對亡人誦經，說法不一。有教親說：「為什麼以前

的阿訇可以上墳唸經，現在某位阿訇說不行，也不陪同亡人家屬上墳了

呢？」讓許多穆斯林教親不知所措。在找不到協助上墳的情形下，用自

己的方式向亡人表示敬孝祭拜，反是加速漢化的機會與藉口，脫離與清

真寺的互動關係。 

（四） 還有教親向清真寺反應說：「為什麼要把我老爺墳頭的插香爐給破壞了，

難怪我爸爸最近生病了？」言下之意，認為清真寺在整理回教公墓的環

境，是造成他家父生病的原因，這完全是受到了漢人社會中的風水觀念

的影響吧。 

（五） 發現在傳統漢民的清明掃墓節時，後輩為先人獻花、上香，還有的在墳

頭上祭之以果品等現象，甚至於還有利用現代科技產品，行動手機與亡

人直接通話，向亡人稟報事情，還有亡人家屬用點燃的香菸插在墳背的

草坪上供亡人享用，以視亡人還在世。這等的行為，明顯表現出穆斯林

在台的第一代或第二代，他們完全不知道穆斯林應如何正確的對待亡

                                                 
6 「往生」是佛教徒習慣用語指去世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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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憑著自己世俗的感情，與漢式的祭祖來操作對亡人的追思，其情

況之嚴重，值得穆斯林與相關單位加以重視。 

（六） 有位教親說：「現在寺裡的阿訇說沒有為亡人作頭七、四十日、百日、

周年，這樣我們怎麼辦？這以前可以現在為何又不可以了？是誰對誰不

對？我們還是喜歡馬教長為我們上墳」因為他會為我們講解上墳的規

矩、也會帶着我們唸讚主的經文，雖說我們唸的不清楚，但我們有直接

參與的感覺，雖然馬教長一直強調伊斯蘭的教法裡沒有為亡人固定過日

子這一回事等語，但他會藉機會教導我們，也讓我們還能抓住對過去長

輩們的宗教印象。 

（七） 媒體報導回教公墓穴位不足之事，教親來寺詢問：「報上說，回教徒面

臨死無葬身之地，那我們可以火化就好了吧？如果宗教要採用輪埋，我

是不會答應的，因為這樣會驚動祖先的，心裡對他會是不敬的，會不好

的，我們不要輪埋，這時兒子說，上一代的想法很保守，我們這一代就

無所謂了。」 

（八） 因結婚而隨教的教親，有次問清真寺說，我家親人過世了，我是否可以

去參加他們的殯禮？寺裡回答說：「穆斯林不能對安拉真主以外的人作

崇拜，也不能參加外教的殯禮，你可以藉故缺席不去參加『外教人』的

殯禮，參加了就是『出教』，這樣的回答讓我有天人交戰之感。」 

（九） 穆斯林殯葬採（速葬、簡葬、土葬）原則，儀式過程（念、整、洗、穿、

站、送、埋、祈、搭救亡人）九大事項的行為，因阿訇對殯葬儀式有不

同見解與做法，從原本單一的儀式，演變成分化現象，晚近台灣穆斯林

族群內部亦出現了所謂的殯葬「遵經革俗」的激烈做法，造成遷台穆斯

林後代無法在阿訇的帶領下，開始自行祭拜亡人，加速推往同化與漢化

的下場，同時，也造成穆斯林族群內部因不同主張而產生分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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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的墳工是外教人，所有關於墓地修建都是交給他們

包辦，外教人對此有一套自己漢人的習俗，透過他們的思想常與上墳的

家屬灌輸漢人的禁忌，很多家屬都信以為真。其中一位墳工對筆者說：

走進墳墓的台階要單數，一階為「進」，下一階為「退」，上到了最上

階，不可是「退」，而必需是「進」這才會吉利，對子孫造福，漢人墳

工趨吉避凶的思想，對信仰弱化的穆斯林，直接產生漢俗滲透的途徑。

另外有位民族學系的學生問筆者說：穆斯林的墳穴蓋板是七塊為何是七

這個數字呢？這與漢俗中的墳蓋「七星板」有何異同呢？另外一位民族

學博士班的學生說：七是吉利的數字，我們還有掛「七星燈」呢……。

筆者被問的傻兩眼？之後筆者去追問另一位修建回墳的漢人墳工，他

說：對啊！現在回墳的蓋板是七塊啊，這就是漢人所說的「七星板」啊！

這很早就這樣做了啊！7漢俗滲透無所不在，真是防不勝防。 

身為「阿訇」（إمام，imam，教長）的心情與所肩負的責任觸動了筆者用內

部觀察的角度與人文社會的視野來研究與關切自己穆斯林族群在台灣的議題，

希望能從穆斯林的殯葬來檢測台灣穆斯林整體在以漢俗文化為主流社會的發展

問題。本研究主要在遷台穆斯林與後代對殯葬行為的表現做一研究範圍，筆者

認為以上所見台灣穆斯林殯葬的現象而言，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從宗教整個

漢化的面向來看，其實他們在伊斯蘭的飲食、婚姻、淨身、穆斯林的五功（唸、

禮、齋、課、朝）等或是心靈規範上的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使者、

信經典、信後世、信前定）上，早已被同化了，甚至於與漢人生活無異了。六

十年的歲月在台灣大多數回教穆斯林的第二代表現出對伊斯蘭信仰的弱化，呈

現出在地化認同漢俗的現象值得關切，另外本研究透過田野觀察到新一代的阿

訇與一些穆斯林教親在宗教內部進行改革或修正傳統教規的做法，徹底回歸純

伊斯蘭殯葬的方式，革除殯葬漢俗色彩，達到宗教信仰與儀式的正統性，以此

                                                 
7  2011年 3月 30日，報導人回教墳工 K先生，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 



8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推論台灣穆斯林處在一個兩極化的發展現象中，一是宗教信仰的弱化導致被漢

化的趨勢，另一是宗教信仰的激化導致被分化的現象。筆者憂心 M型的宗教發

展趨勢8，將影響台灣穆斯林的發展，因此，筆者藉由殯葬做為觀察焦點，經由

學術研究的系統與論述，來找出台灣穆斯林族群認同與宗教意識的變遷，並希

望提供宗教復振的薦言，為本族群致上心意，提供讀者參考。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回教穆斯林，以及包

括民國五十年代以後從泰國緬甸地區雲南籍華僑陸續遷台的穆斯林及其後代為

主要研究對象。 

誰是台灣穆斯林呢？所謂台灣穆斯林是個較為竉統的指稱，意指於民國三

十八年（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的中國大陸各省穆斯林，遷台後散居於台灣

各個城市，經過六十年的發展迄今已從第二代繁衍第三代「土生穆斯林」。另

外還有從民國七十九年（1980年）從泰緬地區來台的穆斯林華僑，來台從事工

作與就學。如果以當前「台灣六處清真寺」（附錄一：台灣六處清真寺）做為

穆斯林族群聚集禮拜與聯誼活動的地方，除了聚居在中壢的忠貞眷村，據龍岡

當地老董事長說約有 200 戶穆斯林人家，以及在台北中永和地區約 300 戶穆斯

林人家，所以大約以此兩地區約 18,000穆斯林，以外在台中台南與高雄地區的

穆斯林人數比較少。整體而言，台灣穆斯林是分散不集中的情況，據過去老一

輩的穆斯林口言相傳說本地回教穆斯林約有 5-6 萬人，與實際有出入。近十年

來因國際化與全球化，世界人口隨着工商事務與交換學生與技術員，來到台灣

外籍穆斯林有明顯增加，這裡以印尼在台工作的勞工約 15萬人與其他在台就學

的外籍穆斯林學生。 

                                                 
8 本論所提的 M 型宗教發展模式是指漢化與純伊斯蘭化兩種反差式的發展方向進行模式，而並非指當代社

會中人民收入貧富懸殊呈現 M 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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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年代的分期設定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開始到民國八十六年

（1997年）之間為早期由大陸遷台的阿訇主持教務，之後台灣新一代年青學子

赴沙烏地阿拉伯與利比亞宗教學校完成學業返國，以及泰緬華僑子弟，學成轉

往台灣接任清真寺阿訇的工作。新一代的阿訇在做法上從教義到教規的解釋與

儀式等都與早期的阿訇略有不同，產生了前後阿訇在教義論證與教規做法的差

異作法與立場。本研究區域範圍以龍岡清真寺一帶至大台北地區的穆斯林為

主，主要原因是北區穆斯林最多，而且構成穆斯林族群比較多元，田野之案例

也豐富。 

研究議題以穆斯林的殯葬活動包括《古蘭經》、《穆罕默德聖訓集》聖訓

中的原則與儀式及相關言行，有關殯葬活動，本研究將延伸殯葬儀式（洗、穿、

送、埋、祈）之外，也涉及到殯葬之前（提念、整理亡人）以及安葬之後（搭

救亡人），這是因為在穆斯林的教義認知裡（提念、整理亡人、洗亡人、穿凱

凡布、站者拿則、發送亡人、安葬、祈禱、最後搭救亡人）九大事項，每一個

過程都是連貫性都有其重要性，這是殯葬前中後的動態一連串不可分割的流

程，除殯葬本身的儀式活動以外，研究中亦將提出穆斯林在台漢化與分化的因

素，並提出族教復振的觀點與因應之見解。 

本論文以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為題，主要是從「殯葬」

的相關事宜來觀察穆斯林內部對自己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變化，以穆斯林

在台灣北部地區為例，是因為北部地區穆斯林人口多元而相對比中南部多也集

中，以及筆者在台北清真寺從事事務工作多年之便，所以選定北部地區做為研

究與觀察點。 

整個論文從第一章說明漢人社會穆斯林的族與教認同之變遷，第二章先說

明伊斯蘭經典中對殯葬儀式與處理的過程，至於在儀式中所伴隨著一些教法上

不同見解，再以本文大陸回族與台灣穆斯林殯葬文化的異同做比較。前兩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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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背景章，目的是將台灣穆斯林與大陸回族的歷史淵源做一些論述，尤其是

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兩地區對「族」與「教」不同的認知所產生不同的族群身

份差異，同時希望從穆斯林的殯葬禮儀與習俗，在大陸時期與初期延續到台灣

以後的殯葬禮儀有何差異又如何呈現。第三章說明當代台灣穆斯林殯葬的變遷

與影響，在這一章主要是用殯葬的現象來分析當代台灣穆斯林在漢人社會裡，

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身份認同已逐漸出現被同化或漢化的現象，同時也出

現熱衷宗教的穆斯林族群積極表現其信仰特色，有重新建構遵經正統意識與認

同的觀念，形成族群內部兩面向的兩極化發展模式，整體而言，對伊斯蘭的整

體發展有不同層面之影響。第四章從殯葬觀察台灣穆斯林的復振問題試圖以建

設性的意見來復振台灣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認同。最後結論希望能提出筆者個

人的研究淺解，肯定殯葬文化的重要性與功能性，讓穆斯林教親重視自己殯葬

文化的特色，以及讓讀者進一步對穆斯林殯葬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認識。 

三、問題意識 

初期遷台的穆斯林雖有傳統大陸回民的習俗有「遜尼派」9的背景，但宗教

知識普遍不高，整體來講，尚論及不到教法層面的爭論，所以宗教內部的複雜

與矛盾並不嚴重，但傳統穆斯林的特色與習慣略為明顯，像是教親見面互道「色

蘭」、男士習慣上到清真寺上禮拜大殿會帶白色的禮拜帽、飲食上絕不吃豬肉、

對亡人的喪葬處理一定是家屬送亡人到清真寺交由寺裡舉行「者拿則」採行土

葬，而且停「埋體」（亡人）也絕不會超過三天必須安葬的習慣，對亡人與祖

                                                 
9  遜尼派（ahl-sunnah）又可譯為遵循穆罕默先知（安拉賜福他）的信眾者。起初穆先知在世
時沒有所謂的遜尼派，而出現此一教派是因穆先知去世後十九年（西元 661年）第四任哈里
發阿里被伍麥耶族人所暗殺，造成阿里陣營的支持者成立了「什葉派」（ash-shia），遜尼
派因此被形塑出來的。在伊斯蘭世界兩大教派以遜尼信眾最多，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絕大多數

是遵循遜尼派的大伊瑪目艾布哈利法的教法學理，其他還有夏非依、馬利克、罕巴里構成了

遜尼教眾的「四大教法學派」系統。中國在十七世紀從中亞傳入蘇非思想，其中帶有濃厚的

什葉教派的儀式，像是清真寺牆面或柱子象徵性雕塑着阿里哈里發的寶劍，還有着重教乘、

道乘、真乘的功修的過程都是什葉派的明顯表徵。更多的是一般宗教術語的使用，多見於波

斯語，像是班克（喚拜）、阿布德斯（小淨）、禮拜（乃麻茲）等等，亦說明什葉派在傳統

以遜尼教眾為主體的中國大陸起着不同層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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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紀念也是習慣性的不能缺少油香，還要請阿訇到墳上或是在家裡唸經，在

日子的選擇上習慣在安葬後三天、七天、四十天、百日、周年等都還是由阿訇

開經主持，唸經完後大多會送「乜帖」（禮金）。基本上是呈現大陸傳統回民

的習俗。然而，在長期與漢人文化的影響下，逐步受到在地化或同化的命運。

如果我們從當代台灣穆斯林殯葬的行為做為觀察的面向，就不難發現，台灣穆

斯林族群正面臨「漢化」和「純伊斯蘭化」的兩極化現象發展進行。 

本文選定「穆斯林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北地區做

為研究範圍，觀察大陸遷台的穆斯林與他們下一代的子弟，在進行穆斯林教親

殯葬禮儀時，有何行為模式？筆者在進行台灣穆斯林殯葬禮儀觀察時，將著重

幾個面向： 

（一） 本論文以當代台灣穆斯林殯葬儀式為主題，但研究架構上必需把初期隨

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回教穆斯林，亦即所謂台灣穆斯林遷台的首批先

民，先從他們在原鄉回漢色彩的殯葬儀式做一探討之後，再進一步從中

推演探究他們來台之後的發展與變遷。 

（二） 觀察台灣穆斯林的殯葬漢化的程度與調適的方向，探討他們的宗教意識

與族群認同的問題，最為明顯的是從初期遷台的回教穆斯林與晚近受過

社會與文化生態的影響下，台灣的穆斯林對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族群認同

發生什麼變化，尤其是從殯葬儀式的過程著手，找出漢化的行為與變遷

的原因。 

（三） 當代伊斯蘭改革思潮在全球化影響下，當今台灣穆斯林內部開始強調

「遵經革俗」的方式，大力革除過去傳統穆斯林殯葬行為所遺留類似漢

文化的習俗行為，值得觀察的是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所造成內部分歧的

現象，對族群認同與宗教意識的發展必有其影響，而此一層面的研究，

亦是本論文探究的主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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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穆斯林在台灣算是少數族群，又無充分而明顯的聚集地區，經過了六十

多年與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朝夕相處，從文化推移上生活在這裡的穆斯

林必然會發生涵化或同化的現象，筆者最後希望提出對清真寺的阿訇素

質、殯葬教育、宗教復振提出個人看法，以因應當今台灣穆斯林兩極化

發展所延伸的問題。 

（五）在論文裡同時表達筆者個人觀點與擔任穆斯林教長經驗的分享，對於信

仰弱化中的遷台穆斯林與其後代仍是穆斯林組織需要大力關切的對象，

阿訇如何運用智慧與方法，經由家屬（漢化的穆斯林）所重視的為亡人

「開經」的途徑，把他們重新帶回穆斯林的信仰圈內；關於熱心宗教的

穆斯林不能放棄宗教信仰弱的人，也不要分別誰才是真正的穆斯林誰是

異端，誰是假的穆斯林，應要以《古蘭經》裡記載：「你們中誰最受尊

敬，只是你們中最敬畏安拉的人。」10而敬畏安拉的人是不會嫌棄弱者

與他者的。筆者認為殯葬教育易啟發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對

當今在非穆斯林社會的穆斯林族群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應受到關切。 

四、研究方法 

殯葬行為本質上雖是一連串宗教儀式，但反映出其思想與觀念上的價值。

隨着商業與科技化演進，雖然強化了殯葬在管理上的效能，但是商業化亦帶來

各式各樣感性與消費式的訴求，使一場嚴肅的宗教儀式披上濃厚的視覺與聲光

色彩，對傳統不變的穆斯林殯葬文化皆發生全面性衝擊與影響。而穆斯林應如

何面對，如何因應；以不致於因教義上的解釋產生內部失調與族群分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穆斯林內部矛盾又如何消弭，應如何尋求解決之道。 

本論文將採文獻分析與田野實證交互運用之研究方法，由於民族學調查的

                                                 
10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517。 
古蘭經第四十九章第十三節 
原文： إن أآرمكم عند اهللا أتقاآ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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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全在於獲取資料，這種資料不是文獻上記載過的；也不是別人已經發現了

的，而應是調查者獨自占有的。11而基於筆者身為台灣穆斯林，曾經擔任台北清

真寺教長一職，且為現任回教協會秘書長，在此一特殊身分之下接受人文學科

的訓練，筆者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的身份，所有的優勢是容易獲取最真實

的田野資料，本身也成為自我取材的對象，來關切本族群的議題，帶着假設性

的問題意識來到田野進行人文科學的探討。以民族學所謂的實地調查之探索過

程中，許多民族學調查上的假設議題，皆可獲得直接的證明。12相對的，筆者走

進田野的目的，就如知名大陸回族學者馬強博士所言，期待為田野上的人們帶

來實惠解決當前的困境。13 

本研究之進行：1.文獻法：蒐集相關論著、研究報告及參考資料並加以統

整與歸納。2.資料分析：分析回民殯葬禮儀中，何者行為是教規；何者是地方

性禮俗。3.實際觀察：穆斯林教親在殯葬禮儀中的信仰認同與行為取向。4.田野

調查：以台灣回民中老一輩年邁穆斯林和新生代穆斯林為對象，就伊斯蘭的殯

葬禮儀，進行田野調查，其中有些是筆者走訪穆斯林國家時在當地墓園所拍攝

的珍貴照片。5.實例研究法：以筆者自身的經驗做實例研究，並將實務心得加

以比較並深究。 

五、研究限制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本民族的知識份子已經成長起來並積極參與本民族

相關學術議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也反

映在學術研究上可以很好地將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強調的自觀和他觀，即主

位與客位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14然而，台灣穆斯林殯葬禮儀的研究是一門受限

                                                 
11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頁 159。 
12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頁 159。 
13  馬強，〈走進信仰者的世界田野調查和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文化流雜誌》，2005年 1
月，頁 58-63。 

14 祁進玉，《群體身份與多元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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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較多的研究議題，除需面臨資料難尋的過程，對穆斯林殯葬習俗能深入訪談

的報導人已隨歲月凋零，台灣第二、三代的回民後人，生活與生命儀節多半已

入境隨俗，這是歷史變遷的產物，也是本研究相當重視的部份，但這也導致田

野個案的收集不易。 

（一）研究設計的限制 

台灣伊斯蘭殯葬禮儀的研究是一門新領域。但台灣穆斯林殯葬禮儀的研究

是一門受限制較多的研究議題，除面臨資料收集難度以及訪談的報導人已隨歲

月凋零的問題以外，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公墓，埋葬人口登記資料不齊以及台灣

第二、三代的回民後人，亦是約談不易，增加研究與寫作的挑戰。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台灣穆斯林人數既分散又不多，辦理殯葬禮儀的機會相對降低，田野調查

的個案數少的情形之下，論文寫作進度亦不易掌握。重要的是穆斯林的殯葬參

與，在過去只有零星的記載，絕大部分都少有完整紀錄，在就是，穆斯林與下

一代的子弟或因分居各地，因學習伊斯蘭知識不易，又受民間地方習俗影響，

少有進清真寺成為失聯人口，所以只有趁著清明節到回教公墓才能找到案例，

實有守株待兔之感。再就，希望能以訪視教中長者，記錄整合記憶中的歷史片

段，來彌補資料之不足，勾勒出穆斯林殯葬禮儀在台灣的變遷與適應的經過。 

人類學研究的慣例是對異文化的他者進行觀察以及對他者的文化及其社會

生活進行解釋。筆者對自我群體文化的研究似乎是行走於人類學傳統研究的外

圍；筆者以局內人（insiders）進行自我屬性（emic）之研究，是基於筆者自感

於研究本民族文化責無旁貸的和使命感，本論文的寫作建立一種以信仰者本身

對自我文化觀察之人類學研究範式帶有個人身份與主觀性的立場，無法避免陷

入「在教言教」與個人田野案例選擇與分析的偏好，亦會對研究的客觀性論述

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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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死亡文化在人文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死亡：人文科學的研究 

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同等受到人類社會學術所關注，不同的是人文科學的

科學要求往往受到自然科學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的質疑，但是經由多年人文

學科的演進從演講台上的言論表述到田野的參與觀察，人類學家把人文科學帶

入了像是自然科學的領域內，以直觀的參與來了解人類社會發展與變遷的因

果，成為科學成立的必要條件。而人類對自身的生與死的現象除了用自然科學

來探索其生死之奧妙以外，生與死或是靈魂的議題讓宗教在人類社會的發展與

變遷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與角色。當今人類學家對原始社會進行研究時發現，

宗教是社會的形塑者，死亡的儀式卻是研究宗教與族群文化的最佳田野場域。 

族群是一種建構在認同基礎上的人們共同體，因而基於族群意識之上的族

群認同是形成族群的基礎。15人類文化學尤其注重於各民族死亡意識的研究，他

們對原始民族和當代人的死亡意識進行一些對比研究，深入探討了人類的死亡

文化的發展和喪葬禮儀的文化象徵意義。「儀式的作用」在超自然力和經過一

連串的殯葬活動下，不論是亡人還是家屬，在互動與見證的過程中，其實都在

完成一種身份的再確認，是賦予或消失成為另一種身份的承認與改變。許多人

類學家認為，共同儀式的主要功能是集體效忠這種感情的再現與再確定，人們

聚集在一起做禮儀是為了要顯示與進一步加強他們的認同與凝聚的意識。16 

從儀式的神聖面而言，「儀式」確實具有集體效忠與感情流露的作用，有

強化族群的認同與凝聚力，就像是參加殯葬儀式目的只是一場對亡人的告別也

是血親與友情的抒發，少有對宗教儀式的認同，畢竟是參與者並非來自同一個

                                                 
15  楊文炯著，《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回族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北京：民族出

版社，2007年），頁 495。 
16  陳榮富，《文化的演進宗教禮儀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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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就以台灣穆斯林為例，後一代的子女將穆斯林亡人（父或母）送來

清真寺依照伊斯蘭（回教）的殯葬儀式舉行，但子女宣稱自己不是穆斯林，所

以說這裡的儀式只是建立在血親盡孝的感情上，或許有的更是以功利眼光想藉

儀式來達到活者的親人能有趨吉避凶的運勢，並獲取某種社會關係與展現地位

的作用，真正認同殯葬儀式中的信仰與精神上已逐漸消失。 

二、中國社會與穆斯林社會對殯葬文化的共通性 

（一）孝道觀 

中國社會殯葬文化的特色是通過「祭拜祖先」，來完成「孝道」的道德觀

念，使得殯葬趨向於隆喪厚葬的社會需求。對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是根深蒂固，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對抽象式的神明相來是缺乏對崇拜的興趣，反是較重偶像、

重直觀，他們更多地是將自己感情寄托在某種實物上，失去了直觀人們的宗教

崇拜將失去依托，因而在殯葬上對死者的遺體遺物尤為看重。同樣一塊碑、一

堆土、一座墳、一塊靈牌、一座祖塋，在中國人眼中都具有級強烈的象徵意義，

並賦予它們一種特殊的魔法力，因而被視為本家庭（家族）的一部分。17筆者認

為，這就是家族成員生死一體的觀念，透過一連串的殯葬流程將死者從屍鬼的

惡靈狀態轉變神主的善靈狀態，最後列入祖先地位，成為連結自家族群的一部

份。以儒家所主張孝道來看，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到祭之以禮，貫穿

生活的全部，不僅局限於生前還延伸至死來看，孝子所背負的這種孝道就是被

賦予在死亡的處理與祭祀的儀式上，來完成「連結」角色，呈現孝道在殯葬儀

式中的具體表現。 

漢民族對祖墳被視為先人的化身象徵和延伸，中國人經常將自己及家族深

厚的感情，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這些直觀物上，這正與穆斯林相反，而不像基督

                                                 
17  王夫子，《殯葬文化學：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發行，1998年），
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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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徒寄托於更具抽象意義的上帝那裡。人們暗暗祈求祖先亡靈「域」外施

「恩」，降福祇於本家庭（家族），使之興旺發達，同時自己也盡量改善先人

的「生活環境」，諸如修墳、遷墳、上墳、祭祀、送紙錢之類，以此維持代際

情感。因此對祖先的感情越深，寄托越多，這些直觀物就越壯麗、越顯赫、越

威猛，這樣中國人崇尚隆喪厚葬就是理所當然的了。18 

穆斯林社會亦重視孝道，從《古蘭經》與《聖訓》裡就發現到孝道的重要。

穆斯林認為，對待父母要謙恭不能向他倆斥責的說唉呦或呸，應當認主獨一孝

敬父母，要常向安拉為他倆祈禱，說：「主啊！照顧他倆如同我小時他倆照料

我一樣。」，《聖訓》記載，穆罕默德先知（安拉賜福他安寧）說（以下簡稱

「穆聖」）「天堂在母親的腳下」更是具體結合了信仰真主與孝道行為；又說，

父母亡當為他倆向安拉作祈禱求寬恕，做他倆所交付的遺囑，並善待父母的近

親們，以及禮遇他倆的朋友。從穆斯林的信仰概念而言，穆斯林認為，人是從

短暫的人間進入死後的幽冥之處(陰間)最後再進入永恆，亡人在死後永恆的處

境是過的喜悅的天園日子還是痛苦的火獄日子，除了亡人自己的責任以外，另

一部份是他後人的責任，所以穆斯林強調，依教規完成殯葬是確保亡人善終進

入喜悅的永恆懷抱，這是穆斯林的孝道具體表現，但基本將孝道注入對父母養

生與送死的具體作為在回漢兩大文化體系上在基本上是相當受到重視的。 

重孝道觀拉近兩文化的主軸，「殯葬」讓兩者有了交集，但是畢竟人是文

化的載體，會帶着文化流動，相互影響，台灣穆斯林在漢民社會生活，必然會

發生文化中常有的借用、涵化、同化或排他等現象的變遷。 

（二）入土為安 

「土葬」是兩大文化所共有的觀念。土葬原就是中國古代人的葬式，萬物

不能越土而生，人亦萬物中之一物，所以死後必歸於土。周禮：「眾生必死，

                                                 
18  王夫子，《殯葬文化學》，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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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必歸土」，人由五土，而生氣之用也，氣息而死，必歸葬於土，返本還原之

道，所以，葬者乃五行之返本，還原歸根復命，這是漢人入土為安思想的物理

性解釋，這與伊斯蘭的觀點類似說法，安拉說：「凡有氣息的，都要嚐到死亡

的滋味，之後，你們將被召歸於我（安拉）」19；又說：「我從大地創造你們，

我使你們復返於大地，我再一次使你們從大地復活。」20，而且不宜延宕入土，

必早日入土為安，穆斯林常說，奔土如奔金。 

（三）慎終追遠方式 

亡人下葬後在穆斯林的習俗裡會為亡人舉行「過乜帖」搭救亡人的紀念活

動，在西北地區為「教主辦爾麥里」21出席教眾規模大到上萬人，一般喪家為亡

人「過乜貼」（搭救亡人）做頭七、四十天、百日、周年、三周年的忌日必請

阿訇在寺裡、家裡或到墳上唸經，此風卻以成為傳統穆斯林重要的宗教習慣之

一。另外，在為亡人請阿訇唸經「過乜帖」時，亡人家屬以跪姿在墳墓的前面

嚴肅的態度聽阿訇唸經，右手還拿著一柱點燃的香，或是插在墳頭上，在漢人

祭祖的行為類似，有些穆斯林學者認為，在大多數漢人社會下，穆斯林必然要

遠離原有的燃香與跪姿，以避免向異文化學習或借用之嫌。 

一些穆斯林許可燃香與跪姿是居於是對亡人尊前敬座之意，傳達一種孝道

的訊息。用香與跪姿從何時起不可考，但這種習慣早以深化為穆斯林向亡人盡

孝道的一種途徑，雖然有一部份的穆斯林人士對此行為的看法不以為然，認定

                                                 
19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403。 
古蘭經第二十就章第五十七節 
原文：  آ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ثم إلينا ترجعون   

20  同上，頁 315 。 
古蘭經第二十章第五十五節 
原文： منها خلقناآم و فيها نعيدآم و منها نخرجكم تارة أخرى  

21 蘇非宗派主張搭救亡人可通過教主或「教主的拱北」，因為教下相信教主是受真主與穆罕默
德先知所喜的人，接近教主能獲「巴拉卡提」（ برآات，barakaat，吉慶）又稱為「沾吉」，
當教主歸真去世，信徒會立「教主的拱北」（墳墓），並在生忌的日子辦「爾麥里」（ لعم  - 
amal，讚聖誦經），他們認為教主歸真後「克拉麥提」（آرمات，karamat，特異能力）仍舊
存在，向他們祈禱引進「說情」，依賴心理讓教下對已歸真的教主繼續產生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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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異端行為」，在穆斯林內部造成族群分化的作用，但是為亡人「過乜帖」

已行之多年，成為穆斯林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標籤，類似漢民社會思想中

的「孝道」行為，同列社會共同價值的核心。 

第三節 殯葬在穆斯林生活裡的重要性與功能性 

殯葬的行為模式能具體反映出穆斯林的生死觀念，而生死觀念在穆斯林的

信仰中尤其重要，這可從穆斯林生活中常用的祈禱文或話語裡發現，例如 سن ح

husnul-khatim意思就是「讓生命有好的結束」22。如果從漢族的文化裡可 –الخاتم

以找到同樣的觀念就是「善終」。由於穆斯林與漢文化社會都對生命最後階段

的重視與處理，因此殯葬的議題不論從宗教的角度或是從民族學（文化人類

學）、民俗學的角度而言，都是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 

殯葬儀式與活動不僅有整合生者與死者以及族群為一體的功能，但殯葬它

亦分化宗教信徒彼此之間的力量；換言之，在殯葬儀式中在本質上會呈現一體

兩面的併存事實，它既是強化宗教信徒彼此之間的凝聚力，建構信徒認同成為

一個共同屬性的群體；它也同時具有解構信徒對原有認同的記憶，並重新建構

另一個記憶與形塑新的一個共同屬性的群體，形成新舊群體的分化現象。以政

大民族系趙秋蒂博士對大陸西北的研究調查得知，「埋體是宗派之分的一個引

爆點。」以臨夏聾阿訇為遭雷劈而亡的婦女站「者那則」，引發伊赫瓦尼挑釁

繼而引起河灘辯經之事件，已成為臨夏的共同歷史記憶，不同宗派亡人送寺舉

行殯禮，總挑起不同宗派「哲瑪提」的敏感神經。23因此，我們從內部觀察就發

                                                 
22 伊斯蘭教義中「善終」的徵兆：一、咽氣前唸了清真言。二、額頭出汗。三、主麻日。四、
為主道殉教。五、被謀殺。六、胎死腹中。七、溺斃。八、婦人生子難產。九、為保護自己

的公道等。 
23 趙秋蒂，《中國西北穆斯林宗教派別多元化研究─以臨夏為論述中心》，（政大民族系博

士論文，2010)，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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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穆斯林的殯葬做法極富教法性與地方性，而教法在經典中的引用與解讀大

多是言行姿態的判準，所以常常因立場與主張之不同，而產生穆斯林在殯葬的

互動過程中存在不同的差異性與多樣性。 

基本上，如果我們從穆斯林的殯葬行為再擴大到死亡文化的觀念，自成一

個族群文化屬性，與現在漢人社會中存在一種與眾不同的特性，兩種文化認同

的邊界，這種「我群」與「他群」之邊界，在《古蘭經》第一○九章「不信道

的人們」24，該章明確的對族群與文化做了兩種區別，一種是信伊斯蘭的人，他

被稱為「穆斯林」，另一種是不信伊斯蘭的人，他們被稱為「卡非爾」（آافر，

kafir，不信道的人）。也可以說，伊斯蘭的生活規範以安拉所啟示的《古蘭經》

以及穆罕默德先知的《聖訓》訂定出清楚的一套生活界線，做為識別「我群」

與「他群」的區分與符號，但這並不表示，大家就不能共同相處，同時，我們

也相信在「我群」與「他群」之間也會發生相互吸引的變動現象，不可否認的，

在「我群」中的成員也因某些因素的存在發生「核心還是邊緣」的角色，整體

而言，穆斯林自成一種的特殊之生活，與漢文化環境中的變動。如果從穆斯林

的「死亡文化」中的信仰觀，就能發現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建構在以

下觀念。 

一、靈魂與復活審判觀 

穆斯林相信每個人都有靈魂。 

安拉說：「祂完善祂所造化的萬物，祂最初用泥土創造的人，然

後祂用無用微弱的精液的精華創造他的後裔。然後，祂使他健全並把

                                                 
24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603。 
古蘭經第一○九章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說： 
「不信道的人啊！我不崇拜你們所崇拜的，你們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我不會崇拜你們所崇

拜的，妳們也不會崇拜我所崇拜的，你們有你們的報應，我有我的報應。」 
原文： بسم ا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ل يأيها الكافرون آل أعبد ما تعبدون و آل أنتم عابدون ما أعبد و آل أنا عابد ما عبدتم و آل أنتم
 عابدون ما أعبد لكم دينكم و لى دين 



緒論 21 

 

靈魂吹入他的體內。祂為你們創造了耳〔聽覺〕目〔視覺〕心〔思維〕，

但你們很少感恩。他們說：『當我們死後消失在地下時，難道我們真

的還要被復活成一個新的生命嗎？』不，他們在否認〔後世〕與他們

的主相會。你〔對他們〕說：『奉命管理你們死亡的天使將使你們死

亡，然後，你們都將歸到你們的主那裡去。』」25 

穆斯林相信，母體中的胎兒在第一二 0 天的時後，天使奉安拉之命將靈魂

送入胎兒與肉體結合。 

穆聖說：「你們每個人的原質被儲藏在自己母腹中，四十日初有

形狀，再四十日成為血塊，再四十日成為肉團。之後，安拉派一天使，

讓他書寫四件事：給養、壽命、行為、薄命還是有福，然後給他吹入

靈魂。」26 

穆斯林相信，人將有一日因身體的死亡，靈魂被死亡天使抽取送到墳墓裡

被審判，穆聖說：「穆民靈魂出體時，兩位天使迎接，然後帶着升上安拉闕下。

由於麝香般的芬芳，天上的天使們說：這是來自大地上的芳香靈魂，願安拉賜

福你，賜福你曾經陪伴的軀體！接着，帶他到安拉闕下，安拉昭示：你們帶他

到「希德爾．蒙泰哈」27吧！卡非爾靈魂出體時，由於屍首惡臭，天上的天使們

說：這是來自大地上的骯髒靈魂。接着，天使們受啟示：你們帶他到「辛基尼」

28吧！」 

                                                 
25 馬仲剛譯注，《古蘭經簡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 415，有關譯文中「無
用的精」筆者認為可用「微弱的精」，馬堅譯本翻做「賤下的精」。 
古蘭經第三十二章第七-九節 
原文： الذي أحسن آل شئ خلقه و بدأ خلق اإلنسان من طين ثم جعل نسله من ساللة من ماء مهين ثم سواه و نفخ فيه من روحه

وا أء ذا ضللنا في األرض أء نا لفي خلق جديد بل هم بلقاء ربهم  و جعل لكم السمع و األبصار و األفئدة قليال ما تشكرون وقال
  بكم ثم إلى ربكم ترجعون   سورة  السجدة   آلرون قل يتوفاآم ملك الموت الذي وآاف

26  見穆薩．余崇仁譯，《穆斯林聖訓實錄全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679。 

27 希德爾．蒙泰哈，位於第七重天，這裡指天堂。 
28 辛基尼，火獄一居所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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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類的原鄉在天堂 

穆斯林相信，當時人祖亞當與夏娃居住天堂的樂園，因受惡魔易布劣廝誘

惑違背安拉命令而遭致安拉的處罰離開天堂的樂園來到地球，所以亞當及其後

代子孫要在大地上經過信仰安拉與服從教規的考驗，直到死亡的來臨為止，在

此前提下，才具備條件返回原鄉的天堂。 

安拉對他倆說：「你們〔從樂園〕下去吧！你們將互相敵視。大地

上有你們居所和暫時的生活資料。祂〔安拉〕說：『你們將在大地上生

活，也將在大地上死亡，最後你們將從大地中被取出〔復活〕』」29 

三、《古蘭經》以「死亡」強化信仰者的「宗教意識」 

穆斯林根據以上靈魂所歷經之路，「死亡」必然成了人們最後的歸宿，而

且在《古蘭經》的真實記載中，穆斯林要深信仰「六大信仰」30其中「信後世」

31更是被記錄在《古蘭經》裡多達（al-akhirah，後世，اآلخرة ） 141次之多。 

安拉說：「如果你們確信真主 和末日的話。這對於你們是俾益更

多的，是結果更美的。」32 

穆聖說：「你們多多提記生活享受之刀，就是死亡，死後是墳墓，

而墳墓或是天堂中一院或是火獄一坑。」33 

無疑的伊斯蘭以「死亡」與「信後世」強化了穆斯林的宗教意識，不至於

                                                 
29  見穆薩．余崇仁譯，《穆斯林聖訓實錄全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 153。 
原文： قال  اهبطوا بعضكم لبعض عدو و لكم في األرض مستقر و متاع إلى حين قال تحيون و فيها تموتون و منها تخرجون 

30  信安拉（真主）獨一、信天使、信使者、信經典、信後世、信前定。 
31  後世是穆斯林六大信仰之一，指每一人都會死亡，之後到了陰間接受墳中審判，獲應有的善
賞與惡報，之後等到世界末日，人類進入永恆的後世，安拉命人復活接受安拉審判，信主行

善者將入其天園，反之則進入火獄。 
32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87。 
古蘭經第四章第五十九節 
原文：إن آنتم تؤمنون باهللا و اليوم اآلخر ذلك خير و أحسن تأويال 

33  舒爾布著，王孝智譯，《醒世錄》，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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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世間世俗的困惑，遠離了穆斯林族群的範圍。穆聖說：「天堂和火獄彼此

間辯論，火獄說：在我這裡人住的是暴虐狂妄者。天堂說：在我這裡人住的是

軟弱貧困者。於是，安拉對火獄說：你象徵我的嚴厲，我將藉懲處的僕人。對

天堂說：你象徵着我的仁慈，我將藉你憐憫我要憐憫的僕人。你們兩個都將裝

滿。」34 

四、《聖訓》裡的「我群認同」 

族群邊界明顯是穆斯林的族群文化的特色，因伊斯蘭教信仰而產生的我群

和他群觀，從《古蘭經》第一○四章上記載，「我有我的宗教，你有你的宗教」，

劃分出我群與他群之族群邊界，在《聖訓》也記載，穆聖說：「對我們拿起武

器的人，非我們所屬。欺騙我們的人，非我們所屬。打臉頰、撕領口以及用蒙

昧時代方式進行哭喪的人，不是我們的人。」35又說：「離開團體一寸者，已摧

毀正教的凝聚力。」36穆聖又說過：「誰隨俗某一民族，他就屬於他們。」又說：

「誰終生不照聖道行事，誰就不是我的教族。」37 

五、《古蘭經》透過「儀式」做為族群的「集體認同」 

安拉以伊斯蘭做為穆斯林的生活制度，透過「宗教儀式」38來建立穆斯林與

安拉真主的一種主僕關係，完成對安拉的敬畏與獲致祂的寬恕。所以「儀式」

就是穆斯林實踐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具體表現，因此，安拉制定的各項儀式

強化了穆斯林的心靈與生活特色，也凝聚了每一個個體，使他們成為一個「烏

瑪」（ أمة ，ummah，族群）39，這個族群是藉由對安拉的信仰，跨越種族、時

                                                 
34  見穆薩．余崇仁譯，《穆斯林聖訓實錄全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 730。 
35  同上揭書，頁 24-25。 
36 陳克禮譯，《聖訓之冠》第五冊，（台北：中國回教協會印，1988），頁 222。 
37  同上揭書，頁 20。 
38 宗教儀式有洗大小淨方式、禮拜方式、婚禮儀式、殯葬儀式、宰牲方式、男嬰行割禮、嬰兒
取經名、朝覲儀式、乾旱祈雨儀式等等。 

39  「烏瑪」是阿拉伯語指因共同信仰伊斯蘭而成一個超種族、地域、語言、文化的 族群。見
馬堅譯本，頁 345。 
你們是一個「烏瑪」，而我（安拉）就是你們養育的主宰，當敬畏。  
古蘭經第二十三章五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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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地域、文化、語言與歷史結合而成。 

安拉說：「我為每一個民族制定一種供獻的儀式，以便他們紀念

安拉（真主）之名……。」40，所以「通過儀式」來認定一個人對族群

的認同與宗教歸屬。 

六、伊斯蘭教法對「火葬」的禁令 

穆斯林清楚「火」是代表着火獄，是撒旦（惡魔）的化身，它是背離安拉

真主而受到永遠的譴責，因此「火」是惡魔的住處，穆斯林嚴禁用「火」做為

一種葬式，用「火」做為刑罰；相反的，以「土葬」做為穆斯林的葬式，因為

人祖「亞當」（آدم，adam）受造於「土」，因此，以「土」做為入土為安的歸

宿。 

安拉說：「不義的人他們惡劣的住所是火房。」41 

安拉說：「撒旦說：我比他（亞當，指人類）高貴，安拉祢曾用

火造化了我，而他只是用土造的。」42 

伊斯蘭為穆斯林勾勒出一套以「死亡文化」的信仰價值，用來強化宗教意

識與鞏固族群邊界，而「殯葬儀式」更是凸顯出穆斯林最終對他的主宰-安拉-

做了最後的信仰表白與認同。「殯葬」它不僅是死亡文化的表現，亦是全部生

活價值。從伊斯蘭的殯葬文化中觀察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在族群邊界上所處

之明顯差異性；同時，殯葬亦可測試穆斯林內部之間在觀察族群認同上的位置

                                                                                                                                            
原文：و إن هذه أمتكم أمة واحدة و أنا ربكم فاتقون 

40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336。 
古蘭經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節 
原文： اسم اهللا على مارزقهم من بهيمة األنعامولكل أمة جعلنا منسكا ليذآروا   

41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69。 
古蘭經第三章第一五一節 
原文：ومأواهم النار و بئس مثوى الظالمين  

42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152。 
古蘭經第七章第一十二節 
原文：قال فاهبط منها فما يكون لك أن تتكبر فيها فاخرج إنك من الصاغري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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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在核心或是在其邊緣游移或是藉此可以觀察到一個地區他在族群上的發展

與文化上的變遷，做一個動態的研究。所以殯葬的研究不僅是觀察與漢文化的

互動關係及其結果以外，還可觀察族群內部成員之互動關係，通過整體殯葬的

活動來觀察台灣穆斯林的發展問題，因此可以說觀察一個族群的殯葬議題是做

為文化研究裡最佳的田野地點。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的研究除直接採集自田野之資料外，主要參考文獻有四： 

一、伊斯蘭經典包括《古蘭經》、《聖訓》及相關中、阿之教義著作；二、

漢人社會殯葬文化及觀念與行為等研究之著作；三、社會人文學科與民族學學

術研究資料；四、兩岸穆斯林研究的內部資料。 

研究台灣穆斯林的宗教與文化議題的困難很高，尤其是牽涉到宗教教義與

教法的時候就是一大學問，另外在語言上阿拉伯語或是波斯語的掌握上要有一

定的層度，目前在此一方面兼備的條件的研究者是有限的，除此以外，人文科

學的素養與條件亦是不可或缺，換言之，研究穆斯林的人文學科是極富挑戰性。 

研究穆斯林的相關議題一定要回到原典藉著手，像是《古蘭經》與《聖訓》，

這兩本經書是研究或探索穆斯林知識的最高指導書籍，是不可缺少的。本論文

穆斯林的殯葬文化也不例外，舉凡以「死亡」強化信仰者的「宗教意識」；以

「儀式」做為族群的「集體認同」；甚至透過對「死亡」的認知而建立信徒的

「族群認同」等，都能經由《古蘭經》與《聖訓》的原文找到依據，中、阿文

之教義著作，如： 

 sharh sayfi-d-dīn - شرح سيف الدي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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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依夫丁解析》是一本有關大陸穆斯林老教「格底目」用來分析「哲瑪

提遜尼大眾派」（أهل السنة و الجماعة– ahal as-sunnah wa al-jamā ‘a）與是反駁「瓦

哈比耶」 的宗派書籍。此書係臨夏市明德清真寺（al-wahābiyah，  ）الوهابية 2000

年元月內部刊印書籍，說明以該寺的宗教背景被定位為老教（格底目），主張

為亡人「過乜帖」（做忌日），請阿訇唸經，還有舉行隆重穆罕默德聖忌活動，

都是有所根據的，極力批判當代「瓦哈比耶」的復古作風。 

 hādha risālatu fi bayāni aslil-utri - هذا رسالة في بيان أصل العطر  .2

《點香考証》，老教的穆斯林認為唸《古蘭經》、舉行「聖紀」、為亡人

走墳、洗亡人等點燃香把子，因此，安拉真主的「熱海麥齊與伯勒克齊」（ رحمات

就降臨了；讚聖時若點了香，聖人就到來了。有關本書在《聾阿訇》（و برآات

第二卷有充分說明。 

 al-mudāriju as-siniyatu fi-r-radi ‘alā – المدارج السنية في الرد على الوهابية .3

al-wahābiyyah 

本書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所出版，文中駁斥瓦哈比思想。十八世紀，沙烏地

阿拉伯採政教合一，伊斯蘭出現新的改革運動，被外界稱之為「瓦哈比耶」，

向外以「遵經革俗」回歸穆罕默德及其後三代弟子作風與老教、蘇非展開論證

的激辯。 

現今沙烏地阿拉伯奉行「瓦哈比耶」，其出版品多根據《古蘭經》與《聖

訓》來論述傳統教派的異端行為。如البدعة ضوابطها و أثرها السيئ في األمة - al-bid ‘atu 

duwābituhā wa athruhā as-sīni fi al-ummah《異端對烏瑪的傷害》；العزاء - 

al-‘azā’《弔唁》；   أحكام الجنائز و بدعها- ahkāmu al-janā’iz wa bid ‘ahā 《者那則教

規與異端》；بقيع الغرقد - baqeea al-gharqad《麥地那墓園》等。 

在人文科學的知識上，台灣穆斯林族群所面臨的問題，除了需要從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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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義上去研究找條出路以外，其實亦可從人文學科的領域裡去下功夫，

去尋求對問題的發現與觀察，並從中找到人文學科上的看法。但是很可疑的，

也很可惜的是，在這兩種的領域裡，不管是穆斯林本身從宗教教義的角度；或

是穆斯林從人文學科的角度；或是非穆斯林從他者的角度來看，筆者發現迄今

成果尚有發展空間，所幸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張中復老師大力專研回族穆斯林

相關議題以及由他所指導的研究生蘇怡文《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

（2002年）針對整體社群發展的現象做概述；于嘉明《在台泰緬雲南籍穆斯林

的認同》（2009）；對台灣的雲南籍泰緬穆斯林的社群作研究；以及趙秋蒂博

士《中國西北穆斯林宗教派別多元化研究──以臨夏為論述中心》（2010）；

以及早期在 70年代美籍白培莉的研究等等，或多或少提供了筆者研究台灣穆斯

林殯葬議題的參考基準。 

除此以外，族群認同研究的參考相當豐富，以王明珂《華夏邊緣》著作中

提到需要強調族群身份的人，經常是處於族群邊緣而有認同危機的人。這時，

強調族群特徵等於是宣稱一種族群認同。沒有「異族意識」，就沒有「本族意

識」；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沒有「族群邊緣」就沒有「族群核心」。

一個族群，常以共同的儀式來定期或不定期的加強此集體記憶，集體受難經驗

常成為凝聚族群認同的工具，儀式化的定期紀念此經驗，得以強化及維持族群

邊界。從集體歷史記憶為基礎的根基論觀點，邊緣人群如何維持、傳遞歷史記

憶，如何假借、扭曲、遺忘歷史記憶，以造成族群認同或認同變遷。」43 

政大民族學系張中復教授探討了中國回族穆斯林與漢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間

所形成的「邊緣性回族」現象，不但代表著伊斯蘭文化及其我族認同，在回族

族群邊界變動過程中產生著重要影響的事實，同時也標明了這種多族間「融而

                                                 
43  王明珂著《華夏邊緣：集體歷史記憶與歷史認同》，（台北市：允晨文化，1997），頁 84、
頁 24、頁 57、頁 58、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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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合，同而未化」的接觸模式。44 

蘇怡文碩士論文《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預言了台灣回教的發

展為：1.漢回之間的界線仍維持，而回或多或少被涵化（acculturation）；2.由

於界線的瓦解，族群認同將有很大的比例會有所轉變。45鄭依憶在《儀式、社會

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中強調，通常視儀式為該社會的組織、價

值或規範的反映，以及具有維持社會整合、滿足社會需求等功能。46當今台灣穆

斯林之處境以及殯葬儀式之變遷皆可與該二文比對及呼應。 

美國文化人類學研究員白培莉（Pillsbury Barbara）女士，於 1973年以台

灣穆斯林為研究專題完成《中國穆斯林民族的凝結與分裂》（Cohesion and 

Cleavage in a Chinese Muslim Minority），其中對於白崇禧將軍喪禮漢化事件對

宗教社群的分裂所造成的影響，有深刻的論述。 

早期經典著作如英國功能主義人類學派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K. 

Malinowski），認為每一種文化活動、儀式，經過族群成員的集體互動制約關

係，形成社會整合或調整甚至於個人心理安撫作用，這是文化活動、儀式外在

行為中的意義。荷蘭人類學家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先生，1909年提出

「通過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說明透過每一個人生不同階段，以宗教

儀式活動來強化或調整人在族群中的地位與角色的取得或消失，都證明了宗教

儀式對穆斯林族群所扮演的重要功能，失去其功能就是失去宗教成員的宗教意

識與認同。最常見的通過儀式可以從出身開始、成年、結婚、死亡等都是人生

重要的通過儀式。 

                                                 
44  張中復，〈「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政大
民族學報》第 24期，2005，頁 141。 

45  蘇怡文，《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2），
頁 8。 

46  鄭依憶，《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台北市：允晨文化，2004），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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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則是選人生最終一段-死亡-做為儀式與活動的觀察是因為，穆斯林對死

亡儀式與活動的重視，並認為死亡的儀式只有一次，唯有把握最後一次機會正

確的轉換亡人到死後的世界，就成為所有通過儀式中至為關鍵的儀式了。 

有關殯葬文化的著作，王夫子著作《殯葬文化學》一書，是一部對死亡文

化的全方位解讀。他提到「生死觀」決定了人們對待人生的態度，即為應當如

何生活；如何面對死亡；以及應當給後人留下點什麼。殯葬起源於靈魂不死的

觀念，其次是血緣孝道觀念。人類文化學尤其注重於各民族死亡意識的研究。47

陳榮富著作《文化的演進宗教禮儀研究》，強調宗教與宗教儀式之不可分割，

宗教禮儀是宗教信仰的行為表現，宗教信仰因表現在宗教儀式上而被具體化、

外在化，沒有禮儀就不成其宗教。48 

穆斯林內部的論述書籍上，亦是成就本論文的重要藍本，如定中明

（1912-2005）教長之回憶錄，《回憶錄─九秩紀念》（2002年）；陸軍一級

上將《白公崇禧榮哀錄》；《閔湘帆先生‧仝道雲女士伉儷紀念傳》；《堯故

主席景福紀念集》；《許故代表曉初先生紀念集》；《孫繩武先生紀念集》；

金吉堂著作之《中國回教史研究》（1971年）；散伊德薩比格原著，穆斯林青

年翻譯組譯《伊斯蘭教法》（2004年）；達浦生著《伊斯蘭六書》（2003年）；

伍貽業主編《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1999年）；高文遠編《菓園哈智─

遵經革俗的倡導者》，伊本伊布拉欣著，買德麟譯《搭救》（1995年）；甘肅

省臨夏市明德清真寺《點香的根據》；以及甘肅臨夏明德清真寺整理祁明德教

長 80 年代前撰寫的遺稿《聾阿訇》（1996 年）等等。都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參考書籍。 

                                                 
47  王夫子，《殯葬文化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頁 13。 
48 陳榮富，《文化的演進宗教禮儀研究》，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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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是觀察穆斯林漢化的真實場域。 穆斯林亡人的後代清明節到回教公墓掃墓 
所留下的祭拜品。

穆斯林後人在祖先墳頭上留下 
漢俗祭祖的紙錢。

穆斯林後代到墳上習於用鮮花敬祖 
此現象有待阿訇的勸阻。

思念亡人以菸代香， 
非為穆斯林應有的行為。

回墳出現撒紙錢的怪現象。

台灣穆斯林殯葬漢化田野觀察（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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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將軍的喪禮反映出回漢宗教與身份的一種
歷史雜揉現象。（白將軍榮哀錄）

遷台黨政高層的穆斯林「歸真」後在舉行殯
禮前覆蓋國旗表徵對國家之貢獻。

擺放清真寺門前與大殿前送給亡人的教外好
友的輓聯、花圈，象徵穆斯林與社會互動的

深厚關係。（收入許曉初紀念集）

漢人所俗稱的墳墓七星板在回墳中 
早已出現。（筆者提供）

初期台灣穆斯林遷台延續大陸回民的敬祖習
慣會在亡人入土七天、四十天、百日、周年
請阿訇開經祈禱。（收入許曉初紀念集）

穆斯林亡人後代給先人掃墓，但對於教規上
正確的做法已完全不了解。（筆者提供）

台灣穆斯林殯葬漢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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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穆斯林的族教認同 

伊斯蘭於西元七世紀從阿拉伯半島西部的麥加向四週發展，傳入中國的確

切時間，歷史學者各有不同說法。但肯定的是，當時的大食人在中國的西北、

東南兩大地區出現零散的人數，經過商貿逐日出現大規模「番客」的聚居事實。

從一群帶有特殊宗教與生活的外國人（穆斯林）來到中國，在唐府官家授意

下建立「蕃坊自治」區的事實來看，一個外來的族群從此在中國的發展命運並

不是被當地民族文化完全的同化就是保留自己族群文化，以「融而未合，同而

未化」之現象1併存於這個社會，從中維持住它自己在漢人社會多元族群定位與

文化屬性。 

伊斯蘭的信仰者在中國歷代所呈現不同的轉變，其族群身份不論是自稱或

是他稱因時空發生變化而產生特殊族群身份名稱。穆斯林從 初在中國以大食

身份的出現、蕃客、五世蕃客、回回、回民、回教、到了晚近在 1949 年伊斯蘭

在中國內部因政黨理念不同而一分為二，在中國大陸中共政權將回回民族共識

別出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而其中「回族」以少數民族的身份給予法

定地位。「回族」所信仰的宗教為「伊斯蘭教」，在台灣延續孫中山先生當時

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回」專指新疆的維吾爾族，內地的回

民就是專屬於「漢人所信仰伊斯蘭的回教徒」稱之，反映蔣介石所說的「有回

教，沒回族」的說法，為了保障內地回民的政治地位，當時穆斯林想出「內地

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的身份，寫入中華民國憲法。 

伊斯蘭的信仰者在中國這塊土地為何形成族群化的發展？他們在中國每個

朝代以何種的身份存在？這個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社會民眾又以何稱呼他們？

從此發現這一群外來客與廣大的漢民族朝夕相處經過一千三百多年而未被完全

同化，反而適應出屬於自己文化特色的族群。 
                                                 
1  張中復，〈「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論當代中國回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

頁 18。 



34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第一節 由蕃到回──穆斯林在中國的在地化歷程 

一、唐宋蒙元時期 

（一）大食入唐及「蕃坊」之建立 

唐宋時期（618-1271 年）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進行貿易 為開放的時期，以

陸上的絲綢之路與海上香料之陸來看，此一時期在西北地區與東南地區所形成

的外僑─蕃客的聚居區，他們係來自西域的大食人（阿拉伯）2，受唐政權給予

保護並劃撥聚居地區讓他們自行以原鄉的生活，制定屬於「蕃坊自治」的行政

與宗教生活專區。因隨著多種族的域外人群不斷地進入中國，傳統「胡人」或

「胡」的概念（如賈胡、胡客）已無法完全涵蓋全部原有或新來的非華夏人群

及其文化現象。因此，便重新發展出以「蕃」字來做為對新出現的境外人群的

泛稱。3其中， 早出現的應是稱外國商賈以及周邊民族商人的「蕃商」或「番

商」。自此，唐代的文獻中便陸續出現「蕃官」、「蕃人」、「蕃婦」、「蕃

客」、「蕃舶」、「蕃學」、「蕃坊」等衍生性詞彙。儘管「蕃」雖然是一個

泛稱，但在海外交往中，又多指阿拉伯或波斯商人，如「番客」或「蕃客」就

常作為他們的稱謂。4 

大食與唐朝在陸路上的接觸， 早的史料記載是大食的軍隊於 751 年進軍

                                                 
2  「大食」一詞為波斯語 Tazi。有關大食 早記錄中國文獻於 763-803 年間的《經行記》，收

於《通典》第 193 卷。作者杜環，他細膩的敘述大食人的生活與宗教習俗，其文曰：「大食

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到此處。其士女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嫻麗。女子出門，

必擁遮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齊，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

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

曰：『人收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窮虐賊，有一於此，罪莫

大焉。凡有徵求，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

唯從寬，葬唯從儉。」又曰：「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

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言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杜佑撰，

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出版社，1988），頁 5279。 
3  相關「蕃」字解釋請參考張中復，〈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

察〉，收錄於《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

究所，民國 98 年），頁 301。 
4  同上張中復，〈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察〉，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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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馬爾罕，與中國首次於怛邏斯發生軍事衝突，史稱「怛邏斯戰役」。此戰役

唐朝大敗，奠定大食在西域的回紇及吐蕃一帶的軍事力量，也因此伊斯蘭的信

仰亦在此得到有效的發展。755 年唐內發生安祿山叛變，回紇及吐蕃提供援唐

平安祿山反叛，757 年唐收復京城，首次大批「蕃軍」入華進入長安與以西一

帶地區。 

海路來華的大食商賈也是 早外僑住華的主要蕃客，以貿易為主，生活在

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城市，有的大食人已在地化落地生根，被稱作「蕃

客」而且他們的後輩已成了「土生蕃客」。 

（二）宋時回回 

宋代分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1 年）共約 300 年，其中記載大

食人在華的商貿活動，其文獻有《宋會要》、《宋史》、《遼史》、《宋史．

大食傳》等。但是，有關當時對阿拉伯與波斯人以大食人的用語之外，亦出現

了「回回」一詞。 

「回回」是指西域的大食人嗎？以金吉堂在《中國回教史研究》中說：「余

讀《夢溪筆談》至卷五有該書作者延州時所作凱歌五首，其第四首云：『旗隊

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認為

此為 早出現「回回」稱謂的記載，並推測「回回」是指某個民族。5假令歌中

「打回回」之回回無他項解釋，而是指一民族言，李松茂推估「回回」之名在

北宋中葉已有之。」6 

在北宋時期「回回」一詞由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出現，但王日蔚、錢

大昕、李光廷、丁謙等都均認為回回者即指此遷居新疆之民族而言。其所用「回

回」一名，乃回紇、回鶻之轉，與伊斯蘭教並無關涉。7學者們公認用「回回」

                                                 
5  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台北：珪庭出版社，1971），頁 7。 
6  李松茂，〈「回回」一詞和伊斯蘭教〉，《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7 年 1 期），頁 120。 
7  李松茂，〈「回回」一詞和伊斯蘭教〉，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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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取代回紇、回鶻以是被社會大眾所使用，並寫入典籍。但是中國東南一帶

地區樣是廣州的懷聖寺8，這些早年的番客的宗教聚會與禮拜安拉的場所足以證

明，唐宋時期所出現在中國「蕃」就是外邦異國人聚居的地方就是「番坊」，

而且已形成了以寺圍居的番社，伊斯蘭就是當時整體生活的核心思維，如果以

現今的阿拉伯語詞彙就是「哲瑪提」（ جماعة， jamā ‘at  ， 教坊）9，這與朱彧

《萍州可談》所記載的「蕃坊自治」是互為證實的「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

居，置蕃長一人。」蕃長就是有當時宗教法律或宗教學養 高的人在番坊裡管

理蕃客宗教與生活的人可稱為「嘎推」（قاضي ，qazwe，法官）或是「伊瑪目」

 。（imam，教長， إمام）

（三）蒙元時期：奠基回回在中國的「教」與「族」的地位 

元代（1271-1368 年），始於 1219 年成吉思汗西征，1258 年旭烈兀續攻陷

巴格達，包括葱嶺以西、黑海以東的穆斯林地區。此時隨蒙軍大批的中亞、波

斯、阿拉伯人被遷如中國建立蒙元，東來的穆斯林大多數被稱作「回回」，他

們還是屬於外國人，被歸類為「色目人」中的一種。因為大多是信仰伊斯蘭教、

又是從西域來到中國的人，當時不以族分、國分，統稱之「回回」，「回回一

詞便成為伊斯蘭教信仰者的通稱。白壽彝說：「元時，回回一詞開始代替『大

食人』，被認為信仰伊斯蘭教者的名稱。「大致說來，回回之用稱呼伊斯蘭人，

是始於元，並且在元時已是很通行了。」10在元代「回回」取代了「大食」，指

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的意思，回回也被稱「木速蠻」、「磨斯覽」、「沒速

                                                 
8  懷聖寺是中國 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根據《廣州府志》說：「唐開海舶，穆罕默德遣其母舅

蘇白賽來中國貿易，建懷聖寺，寺內光塔高入雲宵，囷輪直上，有級可登。」未確定建立的

年月，而寺內有額寫着：「建於貞觀元年」，是年為公元 627 年，可以說是在中國 早的伊

斯蘭建築物了……。」在史料並無正確說法。見《廣州市回族、伊斯蘭教文史資料選輯》第

一、二、三輯合訂本，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文史資料研究組編印，2002，頁 20。 
9 哲瑪提，阿拉伯語意指「聚眾」、「聚落」。由同一伊斯蘭教信仰與生活習慣者所形成同一

具有宗教性質的聚落地區，區內生活機能滿足了宗教精神與物質的條件，當時比較特別的是

蕃客以「圍寺而居」的聚居生活形態，為形成哲瑪提的必要條件，在中國「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殊聚落方式，保存其宗教與自身回回的生活方式，對其它人群而言，別具與眾不同的區

隔現象。 
10 白壽彝，《中國回教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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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蠻」、「謀速魯蠻」，都是穆斯林的轉音或對音，泛指所有伊斯蘭教徒。又

稱穆斯林經師為「答失蠻」、「達識蠻」、「大石馬」，都是波斯語的對音，

譯為有知識的人。嚴格地講，元代的「回回」一稱，不僅僅限於宗教意義，還

包含地域和民族的意義。11並且指的就是信仰伊斯蘭一群的人，又被稱為回回教

的信仰者之通稱。 

元朝政權確立了色目人中「回回」的顯赫社會地位，放大了「回回」一詞

所指稱之族群範圍，色目人反而與回回並列，成為同一族群的不同稱謂，甚至

從屬於回回族群的範疇。元朝的「回回」，結合了過去唐宋歷史上來華的西域

蕃客與後來的土生蕃客，形成以伊斯蘭信仰為主要特色的民族，從謝世忠教授

的〈根本賦與認同與族羣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寫到回族的族源，

他指出族源包括：（一）十三世紀隨蒙古軍東來的中亞細亞人；（二）自唐宋

以來由海上東來貿易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三）與上述兩種人通婚的漢人；

（四）信仰伊斯蘭教之後的突厥與回紇人；（五）十四世紀在新疆地區伊斯蘭

化的察哈臺汗國蒙古人等。這些來自不同源頭的人群，在共同信仰伊斯蘭教與

逐漸漢化的兩個力量作用之下，逐漸融合成一個「共同體」，也就是今日之回

族。12 

如同金吉堂所說：「各個不同種族之回教信徒，於蒙古政府吸引之下，源

源東來，同時向中國境內發展，其人數不可以千萬計，有來自西亞之阿剌伯人，

中亞各族人，又有皈信之蒙古人，與中國西北境內已同化之各族回鶻人，自西

北向東南逐漸而進。以定居南中國各地之阿剌伯人，波斯人，更與少數皈依回

教之漢人，因信仰相同，而發生血同關係，在蒙古統治中國之時間，起一大結

合，經百年間之合同混化，是為今日中國『回教民族』的起源。故今日所謂『回

                                                 
11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 105。 
12  謝世忠，〈根本賦與認同與族羣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收入：陳捷先主編《陳

奇祿院士七秩容慶論文集》，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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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特有元以後之事實耳。」13回回民族的建構在元政權主導下開啟，形成

了一支沒有固定民族地域以及流動於漢民族之間的新興民族。從回回一詞之族

性觀察而言，不論是東遷而來的回回或是僑居在東南一帶的蕃客穆斯林，在宗

教信仰與風俗習慣是一致的。 

當時有關回回的風俗，周密在《癸辛雜識》〈回回送終〉條中說：「回回

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自頂至踵沖洗。」「令

群回誦經，…葬於穴，以屍面朝西云。」14在〈回回無閏月〉條說：「回回俗每

歲無閏月。」「回回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為一月之首，每歲則以齋滿月為慶

賀，謂之開齋節。…凡把齋月，但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15周密這

裡說的回回習俗也是回回的伊斯蘭教信仰，「回回」和「穆斯林」這裡也是一

致的。16這裡從元初的南宋遺民鄭所南《心史》稱：「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

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17這說的是伊斯蘭教的召喚

禮和喚禮樓，他以佛教術語述回回和伊斯蘭教信仰，「事佛」即信仰、拜主。

顯然，這裡的「回回」和「穆斯林」是同義的。18 

蒙古征服了葱嶺以西、黑海以東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大量的中亞細

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俘虜被簽發來到中國，中間有軍士、工匠、婦孺以

及高知識與科技上層人士，散居各地，「元時回回遍天下」，「今回回皆以中

原為家，江南尤多」19。元為鞏固政權，將東來的回回編入社會管理與主要勞動

系統，至元十年（1273 年）元世祖下令這些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

                                                 
13  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頁 133。 
14  見李松茂，〈「回回」一詞和伊斯蘭教〉，頁 123。 
15  上揭書，頁 123。 
16  上揭書，頁 123。 
17  見楊懷中，《回族史論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3。 
18  李松茂，〈「回回」一詞和伊斯蘭教〉，頁 123。 
19 （清）張廷玉撰，《明史》卷 332，列傳第 220，〈西域四〉，「撒馬兒罕」條，收入楊家

駱，《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頁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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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大約從此以後，就有大批的回回軍士在「社」的編制下，進行農墾，取得普

通農民的身份。但同時還有一部份人，仍過着兵農合一的生活，即所謂「屯戌」

人戶屯戌人口是聚居的。入社編民可以是聚居的，也可以是和別的民族雜居。

他們在農村的聚居，可以說，就是後來各地的回回營、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營、

某家村的開始21亦就是「上馬則備戰，下馬則囤聚牧養」22，以「大分散、小集

中」的兵農合一的群居方式生活。另外，這些穆斯林對於元朝的貢獻匪淺，如

醫療與天文事物成立回回藥物院與回回司天監；再就是朝廷中央政府丞相、平

章政事，地方的達魯花赤等文武要職多。而回回商人（唐宋來華的蕃客與世居

蕃客）與東來的回回同是信仰伊斯蘭教，其歷史上之族源與元代的「回回」都

是源於西域的阿拉伯與波斯，因而形成西域回回與東南蕃客都成為回回在中國

共同民族的成員。 

回回在元代位居社會上層，不論士農工商各個階層上皆有其地位顯赫，除

與族內女子通婚以外，亦多與漢族女子成婚繁衍回回後代，因而，回漢之間形

成了久遠古老的姻親關係。東來的回回和漢族成員同為以後構成回回民族的重

要來源，而東來的回回是其中主要的成分。沒有東來的回回這一主要成分，回

回民族是根本不會出現的。沒有回漢通婚這一重要條件，回回民族也是很難於

形成的。23 

回回及其信仰的宗教與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在元代出現了不同的稱謂。

元延佑間（1314-1319），杭州修建的禮拜寺，取名「真教寺」。至正九年（1349

年）由吳鑒所擬的泉州《重立清淨寺碑》中又出現「清淨」之稱。因此，元末

明初有人稱伊斯蘭教為「清真教」，稱其寺院為清真寺。但「清真教」肯定不

是元代所通用的名稱。余振貴認為，「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中已稱『回回』為

                                                 
20 （明）宋濂等，《元史》卷 93，志第 42，〈食貨一〉，「農桑」，（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 1564。 
21  《回族簡史》，頁 6。 
22  （明）宋濂等，《元史》卷 98，志第 46，〈兵一〉，頁 1163。 
23  《回族簡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78），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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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明初的《瀛涯勝覽》中稱『回回教門』；以後從清代至民國，一直以『回

教』相稱。可見元代與明初其教名已明確。」24 

二、明清時期：回回的在地化與族群化 

從大唐時期至明立王朝已近 750 多年，中間蒙元時期的 100 年以蒙古人和

東來的西域諸民族執政中原，這種少數（蒙古人與西域諸族）統治多數（漢族），

讓少數民族在中國繁衍的機會，成為中國境內異質文化的一群，尤以西域諸民

族能與漢民族雜揉相處的回回與漢族互動密切，逐漸形成「融而未化，同而未

合」的新關係。明立政權後，有意識的對少數民族施予漢化政策，對外先禁絕

陸上、海上的商貿關係，近而減少海外回回來華的人數；再以訂定回回生活規

範，強制接受《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與中國為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

娶」否則要受「男為奴，女為婢」的處罰，目的在「恐其種類日滋也」25。洪武

元年（1368），朱元璋宣布「復衣冠如唐制」，並於洪武五年（1372）禁止辮

髮、椎髻、胡服、胡語。穆斯林因此改漢姓，或接受政府賜姓者愈多。這種讓

回回遠離阿拉伯與西域文化發源地的關係，刻意讓中國境內的回回，從新建立

「漢人意識」的歷史記憶，建構具有本地化意識的認同觀。事實上，回回漢化

所呈現在使用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漢語表達與書寫及

其思考，生活習俗亦融入部份漢俗或是對宗教信仰與儀式的生疏，服飾穿著皆

隨漢人款式，原本回回姓氏也已採用漢姓，另外與漢人通婚，在血緣與貌相上

漸近似漢人身材與相貌等等之外，但是回回對本身長久以來所保持的伊斯蘭信

仰與生活規範未有鬆動，在漢族社會中形成以宗教做為族群邊界的主要區隔。 

回回民族自我認同的表現在此一時代，就是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

合，或稱之為中國伊斯蘭教的「華化」，一方面適應明政策下的華化政策所進

                                                 
24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05。 
25  屈萬里主編，《大明律集解附例》，（明萬曆間浙江官刊本卷之二），（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1970），頁 7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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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系列的伊斯蘭改革運動，如「經堂教育」26，「以儒詮經」27的出現，像是

把具有伊斯蘭宗教的術語詞彙的阿拉伯或是波斯語借用儒佛道與宋明理學的詞

彙，來闡釋伊斯蘭教義的精神與內涵，翻譯成回回所認同的漢字，像是伊斯蘭

教義的詞彙裡的真主、清真、聖人、天仙、無常、口喚等， 終轉變成只能聽

懂漢語的回回了；另外，穆斯林興建禮拜殿有類似穹廬之外觀以及從族譜、碑

文記載著《古蘭經》，象徵回回文化附著認同漢族的外在意涵做法，以圖異文

化在漢族社會裡的被接納與新適應。穆斯林在中國從外觀與形式上的漢化，以

求在漢文化社會生根，一般相信穆斯林在明已普遍認同漢文化已是回回文化不

可切割的一部份了。 

回回一詞被漢民社會所接受是「清真」二字。所謂的「清」乃清淨無染；

「真」乃真誠信主獨一的解釋。伊斯蘭以外來語詞在中國經過數百年與中國傳

統文化相磨合相適應，回回學者以「清真」一詞結合「伊儒」雙重文化，強化

了元末明初以來伊斯蘭在地化，新回回民族的新標誌。如清真寺28、清真館、清

                                                 
26  「經堂」一詞，始見於清初。劉智《天方典禮．例言》：「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

則不能不起物議。」早期回回借用漢語詞彙，將《古蘭經》尊稱為「天經」、「天方國經」、

「寶命真經」；將有關伊斯蘭的其它典籍也稱作「經」，這些經書，一般置於清真寺大殿北

側廂房內。經堂教育興起後，這裡成為阿訇向經生講授伊斯蘭教經典的場所，故稱作為「講

經堂」，簡稱為「經堂。」見西安伊斯蘭文化研究會，《伊斯蘭文化研究：河南回族教育述

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頁 210。經堂教育首創者為陜西咸陽渭城人胡登洲

（1522-1597 年）。他幼習儒書，之後，從各名師學習伊斯蘭教經籍。胡登洲目睹當時伊斯

蘭教「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慨然立志辦學，在家中招收弟

子，並始傳習經典，栽培新一代伊斯蘭教學人。他的做法，為回族同胞所認可，各清真寺紛

紛開始興辦經學，學生的費用由教坊內穆斯林分攤。經堂教育在全國回族地區推廣後，形成

了固定的教材即「十三本」大經，也產生了各具特點的不同學派。見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

與伊斯蘭教》頁 140。 
27  「以儒詮經」活動興起於明末清初，回回民族內部教坊信仰名存實亡，回族知識份子自覺掀

起「漢文譯著」活動。回回民族久居內地，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較深，這表現在它們的衣著、

行為、語言，甚至觀念思想。17 世紀開始興起的漢文譯著活動，是回族文化實現如何使伊

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繼續，這種繼續不僅得到回族穆斯林的認同，而且也為教外

人士所稱道。起初在南京與蘇州一帶從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

伍遵契的《修真蒙引》《歸真要道》以信仰為主；之後，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

方性理》《天方典禮》和《天方至聖實錄》還有金天柱的《清真釋疑》。此一批經學「阿林」

之譯著，強調和論證伊儒的一致性，其目的在轉向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義與內涵的理解與認

同，消除對伊斯蘭的誤解。 
28 清真寺又稱禮拜寺，是阿拉伯語「麥斯吉德」是叩頭之處。據研究，歷史上的中國人對於清

真寺曾有過各種稱呼。唐宋時期，稱清真寺為「禮堂」「祀 堂」「禮拜堂」。到了元朝，

禮拜寺的中國稱謂開始多樣化，如鳳凰寺、仙鶴寺、禮拜寺、真教寺、淨覺寺、法明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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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食品成為回族信仰認同的符號，也是劃分回族與漢族的族群邊界。「清真」

成為回回民族在漢民社會的自稱用語，用來表徵我群中的伊斯蘭對安拉的獨一

信仰與遠離污穢不潔的思想。 

整個回回在大明漢化政策的全面影響下，不少回回在漢文化長期的薰染下

產生「由回改漢」失去了對回回的信仰與清真的生活。從科舉角度觀察，回回

經過科舉不乏其數，「明末雲南保山閃氏（按，為穆斯林）一姓，有舉人、貢

生、進士二十一人。蒙自沙甸一村有舉人、貢生、進士十三人。雲南玉溪龍門

附近的三個穆斯林村子裡，有舉人、貢生、進士十一人，其中有府學教授一人，

知府知縣各一人。」29這些穆斯林知識份子加入明皇政權工作，以儒學知識獲得

政府肯定，並獲得安定的生活，然而，伊斯蘭文化已慢慢從身上流失（如原母

語的被漢語取代）之際，確同時仍能以難被更動的信仰和一些具強力象徵作用

的禮儀（如飲食規範、服飾、婚喪風俗等），繼續有效地維繫回回認同上的認

同。30 但是，回裔的儒化對本族的宗教精神與神學的哲理的認知（像是六大信

仰與五大功修的實踐等）逐漸淡薄，取而代之的反是推行儒家傳統文化與生活，

加速了回回推往在地的漢化進程。但是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隨着境外中亞蘇非思

想中在當地結合中國儒道思想，形成另一種穆斯林宗派稱之為「門宦」，它是

從「格底目」中分裂出來的31，被人們統稱為格底目中的「新派」；而對那些依

                                                                                                                                            
回堂等，這些稱呼都離不開「寺」「院」「堂」，而這些寺院的統稱則是「禮拜寺」。明朝

時，開始出現「清真寺」3 字，到清代以後叫「清真寺」的較多，清真寺便成為中國各地伊

斯蘭教寺院的專有名稱了。西北地區回族等族穆斯林，至今仍沿襲原稱「麥斯吉德」，或稱

「哲瑪提」，即「寺坊」。房全忠，《中國回族概覽》，（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77-78。 

29  回族簡史編寫組，《回族簡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78 年），頁 17。 
30  謝世忠，〈根本賦與認同與族羣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頁 204。 
31  「門宦」一詞系借用於漢文古籍中的「門閥」和「宦門」等詞而來，顯示其作為一種宗教制

度具有很強的封建性，以及教主具有的權勢和地位。門宦產生的內部條件，是官府和地主階

級的壓迫剝削，以及宗教負擔的沉重，使穆斯林生活極其貧困，迫切需要尋求精神上的解脫

和安慰，而門宦產生的外部條件，則是蘇非主義教團對西北的滲入。由於明末清初，海禁鬆

弛，為新學派的傳入提供了方便，從中亞、阿拉伯和新疆東來的傳教士，或赴麥加朝覲及游

學歸來的內地穆斯林，成為各個門宦的創辦人。見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15。門宦是伊斯蘭教中蘇非學派，各支派的泛稱

門宦一詞，標明一種世襲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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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持過去傳統的伊斯蘭制度的，則稱為「老派」或「舊派」，阿拉伯語稱為

「格底目」，意為古老的。32因格底目與蘇非宗派融入漢文化的色彩，漢化過深，

導致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甘肅臨夏馬萬福33等人前往麥加朝覲，受到當時

「瓦哈比耶」34思想的影響，回甘寧後大力宣傳「遵經革俗，批判異端」，並自

稱「伊赫瓦尼」（兄弟）35又有「遵經派」或「新教」之稱，之後又從新教中衍

生出新新教的「賽萊菲」36。這些先後在中國形成的伊斯蘭內部宗教派別各擁信

徒，在宗教儀節的實踐上各有特色，彼此的爭端因此興起。 

以此境外穆斯林在中土族群身份的演變來看，穆斯林的身份是由境外異族

                                                 
32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 216。 
33  經名奴海，人稱「果園哈智或東鄉果園村人」（今屬果園鄉）。他倡導伊赫瓦尼他認為中國

伊斯蘭教「漢化」嚴重，失去原有教旨，表示要恢復「穆聖」時代的伊斯蘭遵行。決定結為

「兄弟」，取名「伊赫瓦尼」，又以「艾海里遜 乃提」相稱。參見高占福，《西北穆斯林

社會問題研究》，頁 93。 
34  瓦哈比耶是興起於沙烏地阿拉伯半島上的一種極具復古性的近代伊斯蘭復興學派。由於此一

學派源自於一名阿布都拉．賓．瓦哈比（abdull bin abdulwahabi，1703-1792），而得名。多

數人認為他的宗教思想是源於罕伯里派的教法學，他的復興思潮源於伊本．泰米耶（公元

1263-1328）。主張淨化宗教，革除已偏離的異端行為回復穆聖和聖門弟子時代的正道。1932
年沙烏地阿拉伯定為王國，立瓦哈比派教義為國教，對伊斯蘭世界產生積極性影響。見馬通

《伊斯蘭思想史綱》，（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頁 106-107。 
35  伊赫瓦尼在中國本意是根據《古蘭經》的明文「惟有眾穆民是兄弟」之義，舍起靈約在十六

世紀末倡導「遵經革俗」提出十八條，為遵經派的先驅。之後約二百五十年左右東鄉馬萬福

哈志人稱菓園哈志提出遵經革俗十條，人稱菓園十條，之後晚近中國伊斯蘭教中傑的學者王

文清（王靜齋）於民國二十一年接續倡導。 
菓園十條，即：（一）不聚眾共同唸《古蘭經》，主張一人唸，大家恭聽。（二）不高聲讚

聖。（三）不多做「都哇」。（四）不朝拜拱北。（五）不聚眾唸「討白」，懺悔是個人的

事。（六）不紀念亡人的日子。（七）不用古蘭經轉「費提耶」。（八）遵守天命課，不強

調副功。（九）對教條、教款採簡易易行原則。（十）爾買里要自己做，請別人代做不行。

參見編者高文遠，菓園哈智（遵經革俗的倡導者）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民國 78
年，頁 56-58。 

35  1936 年，馬得寶、馬正清參加了原清海省政府馬麟為首的由 123 名阿訇組成的朝覲團，前

往麥加。這次馬得寶、馬正清的麥加之行，就成為後來賽萊非耶在中國行成的思想淵源。馬

得寶、馬正清在麥加期間，受到瓦哈比派的思想影響，並在麥加舉行朝拜天房之禮期間，跟

着瓦哈比派的領拜伊麻目在禮 拜中抬三次手，知道了禮拜中三抬手是遵行前三輩的幹辦而

來。 
36  1949 年 12 月 30 日馬得寶等看到公開宣傳賽萊菲耶主張的條件日趨成熟，逐邀情臨夏八坊

地區各伊赫瓦尼清真寺教長，共同商定於 1950 年 4 月中旬的「主麻日」分別在各自寺中宣

講《聖訓》經中的主要教義和禮儀，宣傳瓦哈比耶學說。可是逼迫於各方面壓力，只有少數

清真寺的阿訇宣講了瓦哈比耶的教義，而大多數伊赫瓦尼阿訇認為馬萬福生前已制訂的教義

是正確的，不能隨意更改，並指責馬得寶、馬正清等背叛伊赫瓦尼，宣傳「異端」，雙方的

矛盾日益公開化。這樣，馬得寶從伊赫瓦尼中正式脫離出來，自樹一幟，創建了賽萊菲耶派。

參見前揭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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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統的人，演變成帶有漢人血統的身份，但始終沒有被漢族文化所能同化，反

是以「外漢內回」的形態特徵在漢民社會中生活。然而，這種形態經過了四百

多年後穆斯林內部因境外穆斯林宗派思潮的影響傳至中土形成一體多樣的宗派

現象，晚近在伊斯蘭全球化下，更是明顯有「既回非漢」「既漢非回」的二分

化趨勢。 

第二節 國家政策下「族」「教」的認定與認同 

清末民初之際，西北地區已出現「漢回」與「纏回」之分，「漢回」一詞

即說明了具有信奉回教的漢人或是漢化的回回之意義在內，但是政治上的意義

與保障「回回」一詞始終未有定論。西元 1911 年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亞洲

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其於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發表

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就建國方略問題提出了「五個統一」，包

括民族、領土、軍政、內政、與財政之統一。他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

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

曰民族之統一。」37「回族」一稱在這個時候第一次被中國統治政權理論化地確

立。38回回經過數百年的身份之變動，終受到政治性介入來管理，亦是中國民族

發展史上的特殊現象。 

但此時國民政府「五族共和」的主張當中有關「回」之族屬並未釐清，較

近似於被定位為「纏回」的維吾爾族，亦指新疆地區非漢人之信仰伊斯蘭者，

並不包括「內地」信仰伊斯蘭的回民。黃鎮磐在〈論回民〉一文中說：「回以

名教非以名族也」39，因此，對於漢人伊斯蘭教信徒或稱「穆斯林」、「回教徒」、

                                                 
37 余振貴，《中國歷代政權與伊斯蘭教》，頁 281。 
38  謝世忠，〈根本賦予認同與族群帬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頁 207。 
39  黃鎮盤，《醒回篇》，（第壹號：論回民），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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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胞」、「回民」、「教胞」、「教親」的使用，以白崇禧回民首領的一些

穆斯林都主張此一論調，亦就是承認有宗教信仰而不承認回回是一個民族的說

法。不過回回內部亦有異議，提出「漢回」應是「回族」或「回教民族」，主

張與漢族做一區別，成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一部份。「回回」之定位，在民

國初期因中國內部政治的分裂，形成了對回回的「族」與「教」做出不同認定

的政策。 

1927 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廢五色旗而用青天白日旗，此

舉充分表示國民黨的民族政策路線是走向了「單一中華民族與統一」的民族國

家。蔣介石過去公開講：「中國只有漢族」，「其它民族都是漢族的大大小小

宗支」，他把回族稱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國民」；白崇禧亦主張只有回教沒有

回族，回教的民族應該是打破族群的，他說：「信奉耶教佛教的人，我們不能

稱他們是耶族或佛族，回教當然事同一道。」40國民政府對回教民族在 1912 年

初就已設定「認教不認族」的立場，像是回族人士以回民或回族之名設立團體，

被當時內政部批作禁用「回民與回族」，改為「回教」。民國元年，革命政府

甫經成立，回教的先進，結合同志發起一個團體。既是要辦團體，須先決定明

稱。有些主張稱「回族」，有些主張稱「回教」，見解不同，爭端遂起。當時

居正先生掌內政，代我們團定「教」字，因之，「中國回教聯合會」的明稱予

以決定。41 

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馬云亭、哈少甫諸先進在南京發起中國回教

公會。本欲繼民國八年之舊名，稱為「中國回民」，馬公與內政部長商洽結果，

轉致中央之命，改稱「中國回教公會」，批准立案。42而且，在對日抗戰初期穆

斯林所組織「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也改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當時擔任

首任理事長的白崇禧將軍解釋為何不用「回民」而改用「回教」，他說：「我

                                                 
40  《回族簡史》編寫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78 年，頁 58。  
41  上揭書，頁 58。 
42  民族問題研究會，1980，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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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好多是漢人並非回族，只是信仰回教，怎能成為回民呢？回民是維吾爾族，

不可以訛傳訛」43據此，「回民」既然是指新疆地區的維族，那麼內地回民擔心

的是，生活在內地信仰回教的穆斯林他們在憲法上的保障應如何稱呼？孫繩武

說：「民國十七年中國回民公會由馬福祥先生領銜向內政部立案，奉批示：須

將『回民』改為『回教』始准立案，……。44民國二十六年日本對中國發動軍事

入侵，為響應對日抗戰，全國各省回民以回教伊斯蘭教回民等名稱發起宗教救

國組織，民國二十八年各省回民會員代表於重慶正式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45做為全國回民統一性的 高領導機構，第一任理事長回民四星一級上將白崇禧

將軍，帶領全國回民一致完成興教救國的目標。民國三十年行政院通令：『回

民』應稱『回教徒』，試問在『族』、『教』二字都不能用的情況下，欲將保

障回胞選舉權利的條文，訂入憲法，確實毫無途徑可循，即籠統用『回民』字

樣提案，也行不通，趙代表明遠的提案在審查時即被否決。」46孫繩武在制憲大

會上用「生活習慣特殊」來替「回教」的名稱，確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有人

認為乃是自外生成奇特的異稱，加以非議，殊不知沒有這個名詞，怎能制出憲

法第一三五條47？更何來十七名國大代表的保障名額？48 

                                                 
43  郭廷以，《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574。 
44  孫繩武，〈回教理論之研討〉，《回教論叢》上篇（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頁 142。 
45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即後來的中國回教協會，成立背景主要是對日抗戰。民國二十七年日入侵

中國在東北地區建滿州國極力拉攏回教勢力，日本派在瀋陽張姓教長去說服西北的馬鴻逵，

張以信函告知在西北成立一回教國，馬將此信送到蔣委員長，於是與白將軍商量成立全國性

回教組織，以防止敵人的分化，進一步也可產生力量。當時已出現由回民時子周號召的一個

「回民報國協會」意在團結回民在政府領導下發揮力量，白將軍邀回民宗教領袖時子周、唐

柯三、孫繩武與達浦生、哈德成、王靜齋、馬松亭等知名教長商討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

籌備事宜由蔣委員長主持，會中白將軍推時子周為會長，時禮讓白將軍，委員長也希望白來

主持，民國二十八年於重慶召開全國回民代表大會，選出白將軍為理事長，在當天的大會上

把回民救國協會修改為回教救國協會，筆者認為這是基於白將軍對「回民」的認知是專指新

疆地區的「維吾爾族」，而生活在內地的回民就不能包含在內，他們應該是信仰回教的漢民。

詳見郭廷以，《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 574。 
46  孫繩武，〈回教理論之研討〉，《回教論叢》上篇，頁 142。 
47  中華民國憲法一三五條：「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表名額及選舉其辦法以法律定之。」

因為憲法草案首先揭櫫「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倘用「回教」名稱載入憲法條文，以保障回胞選舉的權利，顯與無分宗教一律平

等的精神相違背，尤恐引起其他宗教的帬起要求。俟在黨與政兩方面傳統的認識上，向不承

認內地回教同胞為回族。 
48  孫繩武，〈回教理論之研討〉，《回教論叢》上篇，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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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反映當時在民國初期「認教不認族」以及「認教既認族」的兩種不同

思想背景。回教知名學者馬天英哈志在他的《回教概論》多處提出他對穆斯林

族教的觀點，他說：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說到天邊上去，也不能將這兩

宗事混成一體。49當代在台灣新一代出生的穆斯林信仰者或是進入伊斯蘭的人對

過去上一代族教問題意識淡薄，但是基本上受到兩個層面上的爭議，第一、中

國與台灣都是漢人，但都有以中國為主體的意識，但因為國際政治的問題，中

國回教協會會在台灣內部的使用會被誤以為是屬於大陸的回教組織帶給台灣人

的困惑；第二、回教與伊斯蘭教或是回教徒與穆斯林的正名亦是孰是孰非，回

教是因為回紇人信了伊斯蘭教而以該族立教名，若以馬來人信伊斯蘭教是否稱

為馬來教，而回教馬來教非屬一族之宗教所以正本溯源應改為伊斯蘭或穆斯

林。基於以上「兩個正名」問題正在台灣穆斯林內部蘊釀中，反映出宗教意識

與族群認同的潛在問題，值得另立探究。 

第三節 台灣穆斯林的歷史淵源 

本文中筆者從近代的歷史觀設定出台灣穆斯林發展四個期間。 

第一期 1683 年清軍將領施瑯率泉州清兵平台事件，其中有信仰回教者惠安

百奇郭姓與晉江陳埭的丁姓50回族在鹿港與彰化的台西鄉一帶。 

第二期 1949 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從大陸各省區撤守台灣約二百萬民

眾，其中有少數的軍公教與商界人士據說有二萬人是回教信仰者維持認教不認

族的觀念。他們因工作與任務的關係而分發到島內各地，於是呈現「大分散不

                                                 
49  馬天英，《回教概論》（怡保：南洋書局，1949），頁 6。 
50  杜磊對陳埭地區回族「認族不認教」的現象做了詳細的田野研究，詳見 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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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散雜居住現象。 

第三期民國五十九年（1960 年）及民國七十九年（1980 年）泰緬雲南籍穆

斯林因照料異域國民政府孤軍來台，大多居住在新台北市的中和與永和地區一

帶，以及中壢的龍岡地區一帶，形成相對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遷台的穆

斯林要緊密集中的聚居形態。 

第四期民國八十九年（1990 年）台灣全面開放國際化腳步外籍人士大量來

台，其中有從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約旦、埃及、摩洛哥、馬來西亞、

印尼、甘比亞等穆斯林國家的青年來台從事就學、工作、觀光、商貿活動，添

增穆斯林在台多元化現象。由於台灣是非穆斯林文化的社會，不論是從大陸傳

統來台的穆斯林，還是外來的穆斯林，都要受漢俗文化的影響，對穆斯林的宗

教信仰與生活造成潛移默化的滲透，產生穆斯林族群對自我文化的變動與調適

問題。以下我們以台灣穆斯林做一種宗教意識與身份認同的背景認識。 

（一）第一期福建回民來台 

台灣穆斯林的出現會在何時何地呢？據史料的考證是在 1683 年施琅從泉

州率兵平台登彰化鹿港，當時的部隊中有姓郭與丁氏的穆斯林家族，平定台灣

之後就落居鹿港與雲林的台西一帶。他們的祖先都是從過去晉江陳埭的丁氏回

民與惠安白奇的郭氏回民。 

福建的泉州在中國早期歷史上就國際大港埠，唐宋時期就與阿拉伯地區經

由海上貿易帶動中國與阿拉伯之各項經貿文化與宗教之關係。也可以說明，伊

斯蘭在西元 611 年發源於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城，想必伊斯蘭傳入中國亦能推算

相當早。泉州的清淨寺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西元 1009 年，從此建築物的

規模來推論，當時的回回人把伊斯蘭的發展已帶入到了興盛時期。 

據說陳埭的丁姓回民是從泉州的回民而來，早在公元十三世紀，一代天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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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西征時，時居西域布哈剌（今烏茲別克布哈拉）的至聖穆罕默德的三

十一世孫—賽典赤．瞻思丁。51賽氏的後代子孫從 1277 年至 1322 年多人在福建

的泉州認官職，據《泉州回族譜牒資料選編．陳埭丁姓回族部份》記載和有關

史學者考證，陳埭丁姓一世祖節齋公諱謹、字慎思，就是瞻思丁．賽音諤德齊，

又名烏馬兒。52陳埭丁氏會出現回回也是當時泉州發生戰亂，統治者大規模迫害

回回，丁姓祖輩遭此重大挫折，造成隱族改名避居海邊，但仍篤信伊斯蘭教，

隱形於宗祠內建清真寺，請阿訇，堅持禮拜做主麻，封齊、宰牲、土葬等教規。

53根據該族譜所記其丁氏「祖教說」的宗教禮儀情形： 

如殮不重衣，殯不以木，葬不過三日，封若馬鬣而淺，衰以木棉，

祀不設主，祭不列品，為會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歲月一齋，晨

昏見星而食，竟日則枵腹，荐神唯香花，不設酒果，不焚楮帛，誦清

經倣所傳夷音，不解文義，亦不求其曉，吉凶皆用之。牲殺必自其屠

而後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衣崇木棉不以帛，

大率明潔為尚也。54 

日治割台時丁家族人曾往返於兩岸，二十二世子孫丁瑞彬有於 1930 年返鄉

探親，皆發現陳埭鄉人不吃豬肉而吃牛肉，已隱約感到此為回族習俗，但未深

入求證鹿港丁家是否為阿拉伯人後代，僅此於同族間的猜測討論。可說日治丁

家已無任何阿拉伯人意識，直到 1990 年代回陳埭探親後發現其族人有回族文化

振興的現象，對照族譜才證明其亦為同族人，因而重拾阿拉伯人後代之問題。

鹿港丁家人對自己漢化過程不甚明瞭，其生活習慣早已無回族痕跡，僅開台祖

丁樸實去世時子丁克家用 早草蓆包裹屍體，後心有不忍才改用薄棺埋葬。草

蓆包裹屍體也許就是阿拉伯人遺留的喪葬習俗。55 

                                                 
51  《丁協源家譜》，〈穆聖之後裔在陳埭的過去與現在〉，頁 272。 
52  同上揭書，頁 273。 
53  同上揭書，頁 272-273。 
54  同上揭書，頁 281。 
55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鹿港：左洋出版社，民 91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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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的北奇的郭姓回民也是早期從泉州而來，據鹿港保安宮主委郭修渡保

安宮主任委員在 1994 年當時向筆者說過： 

我們郭家都是郭子儀的後代，與回教有淵源，但是時間太久都以

不信回教了，但是祭祖時不用豬肉，因為祖先不吃豬肉。又說，現在

的鹿港保安宮舊址就是以前的清真寺所在之地；我們是郭子儀的後

代，當時向西域借兵平安祿山，之後與信回教的白元光、馬璘、丁渾

瑊、金祝捷將軍結拜兄弟，後稱「清真五姓聯宗」。 

事實上，鹿港在北頭漁村曾有一座清真寺，但因年久失修並被火燒毀。56另

一位是郭德安老先生於民國九十年（2001 年）筆者邀請郭老全家參加「台北清

真寺建寺 41 週年活動」時他很高興進寺與教親們在一起，筆者看出郭老是「認

祖也心向主」的回民後裔。尤其他曾寫到：「先祖遺傳，信奉回教，遵行教義，

每逢春冬二季祭祀祖先，或家庭忌辰，嚴禁豬肉，如有喪事，亦禁食豬肉百日，

在出殯前須禮請回教主事「阿訇」蒞場，誦念可蘭經，這都是回教的教規。」57 

不過郭丁回民後裔在台早已澈底被漢化，根據李昭容的研究：「丁家八十

以上耆老，丁氏移居台灣後，至少在可知的父輩（二十一世、丁家生員）一代，

即光緒年間已無回教信仰。」58當然，泉州郭氏成為伊斯蘭的信仰者至今未定論，

還在演變中。 

雖然遷台後曾有不少穆斯林教親前往鹿港了解早先郭家的宗教信仰，有目

的地的在那做一番宣教工作。台灣 早登錄有關鹿港穆斯林問題是在民國四十

                                                 
56  參見蔡懋堂，〈回教在鹿港〉，《台灣風物》30 卷 1 期（1970 年 3 月），頁 101-105；顏秀

玲，〈北頭漁村生活方式的變遷〉，余光弘編，前引書，頁 49-77；李昭容，《鹿港丁家之

研究》，頁 43。 
57  《環球郭氏宗譜第一輯》，（台北：環球郭氏宗譜編纂委員會編印，1981），頁 166。 

筆者按：郭老在 2009 年已臥病安養院，筆者曾帶了沙國椰棗去探望他，之後於 2009 年 12
月他也由大女兒推着輪椅來到清真寺，當時他雖然體弱但他還是用食指比出信仰（伊瑪尼）

的手勢，讓筆者感動。在 2010 年 6 月郭姐子妹來寺向筆者說爸爸去世以漢俗方式安葬，我

難過為他接了「嘟啊」，郭姐為爸爸捐了「乜帖」（樂捐）給回協，善功回賜亡人。 
58  同上揭書，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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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李忠堂哈志在「民國四十七年訪問紀實」一文，登載於「中

國回教」會報第 74 期，中寫到： 

前高雄清真寺教長馬質彬君，於民國四十七年執教於高雄市某校

時，藉寒假之便，赴鹿港作數日的訪問與宣揚教義。教胞們的熱忱反

應，給他莫大鼓勵；他說：「我將終生獻身，主道，為他們服務到底。」

之後即進行轉調鹿港中學任教，以期從事教育工作之外，兼作宣揚聖

教工作…。 

李哈志問到教胞婚姻怎麼辦？他們回答說：過去是教內人通婚，

自我們以下都和教外人通婚了。儀式大致和教外人相同，只是拜祖先

時不用豬肉。 

李哈志問到喪葬怎麼辦？他們回答說：在過去老一輩死了，是去

福建請阿洪（阿訇）來唸經，來回乘帆船要一個多月，後來時常有戰

事就不能去了。那時是用白布包埋，後來有再裝入棺木的，現在是穿

衣服裝棺了。燒香燒紙也有了，但乃不請道士來唸經，只用樂隊代替，

同時死了人，在四十天內全家是不吃豬肉的。今天以後如果死人，希

望有阿洪來指導我們處理。 

李哈志問到你們一年中有些什麼拜會？他們回答說：有三次大拜

會；一月十五日，二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農曆）都是在郭家

祠堂舉行。此外姓郭的分為六組，輪流負責祠堂的香火，每組一年。 

從上面二位實地對鹿港郭氏所做的直接觀察與記錄，不難發現，基本上他

們已完全漢化，但承認先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後代；另外，拜祖先時

不用豬肉，但這樣的禁忌也已經在淡化中；再者，遷台後經過多次穆斯林教親

進鹿港其中包括筆者（1994 年）在內，與郭家訪問加強交流，所做的努力其成

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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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在泉州一帶的晉江與惠安從宗教的興盛到走向衰弱，主要原因是明朝

的統治者對回回的華化政策，加上地方倭寇肆虐，毀壞清真寺在無人當任掌教

阿訇，回回遷出長久以來的聚居生活圈，另尋安身之處，這對當時的回教與回

回文化的延續影響之大，加速回回信仰與生活習俗的在地化因素。 

（二）1949 年大陸回民遷台的宗教意識與身份認同 

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回民人口與省籍分部來觀察，

從 1949 年來到台灣的穆斯林的一本紀念集中，可一窺當時穆斯林在自我身份表

述上是認為自己是漢人血統中信仰回教的國民。 

仝道雲女士說： 

對同我家庭關係密切及時常來往的親友，從兒童時代通過父母的

薰陶孕育，形成了一個意識上的信念：「我是中國回教人」而引以為

榮。從兒童時代到今天，我對他們不但有親切的感情，而且有崇高的

敬意。這就是說明了幾十年來我及我的家庭有密切交往的人，幾乎百

分之百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人。59 

從另一方面也具有政治意味，說明當時台灣在國際上是具有中國的正當代

表性意義。 

當時這種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這些原鄉在大陸的外省人穆斯林。

他們是以穆斯林、信回教的漢人、回民、老表、教親、教胞互相稱呼。60初期回

協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 年）所做的會員登記資料，省籍編列劃分有：上海 25

人；浙江 8 人；南京市 207 人；江蘇 101 人；安徽 458 人；江西 5 人；湖北 154

人；湖南 76 人；河南 450 人；山東 372 人；山西 15 人；陜西 45 人；甘肅 46

人；清海 43 人；寧夏 9 人；綏遠 7 人；河北 246 人；天津 47 人；北平市 150

                                                 
59  〈閔湘帆先生與仝道雲女士伉儷紀念集〉，1995 年 9 月 29 日，頁 155。 
60  台北回教協會珍藏，手抄本「會員登記簿」。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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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遼寧 91 人；瀋陽市 37 人；察哈爾 13 人；安東 3 人；遼北 1 人；熱河 5 人；

吉林 9 人；台灣 18 人；福建 41 人；廣東 62 人；廣州市 3 人；廣西 78 人；四

川 69 人；雲南 246 人；新疆 53 人。共計 34 省市地區，3,193 人。遷台五年後

回協第一次普查穆斯林人數，比當時據稱兩萬穆斯林人數落差五倍之多，承認

穆斯林身份只有 3,193 人。 

民國七十七（1988 年）回協進行第二次本國籍的全台穆斯林人口調查，其

中發現經過三十四年台灣回教穆斯林人口已微量的增加到 7009 多人，這中間多

出 4000 多人大都是經由婚姻途徑，而大多數的婚姻是「教外婚」建立回漢家庭，

孕育下一代，世襲回教信仰開始鬆綁，許多被環境所迫，他們的宗教意識與認

同更顯現在一個相當邊緣的狀態。有鑑於此，當時回協理事長許曉初先生就發

現穆斯林漢化日益嚴重的問題，提出製作「教胞登記名冊」工作，以利教親彼

此聯繫，他在名冊中寫到：「前代茫茫，後人渺渺，沒有組織，沒有聯繫的教

胞，往往會被時間浸漫淹滅，彰化縣鹿港教胞的失落，就是怵目驚心的事例，

如今只見天后宮，不見清真寺，殊令人慨嘆低首…等語。」61  

依據白培莉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 年）在台所做的調查，教親口述當時約

有 2 萬穆斯林，之後到了民國六十九年（1980 年）以後向內政部提報約六萬穆

斯林人口，到今年 2011 年其數據一般穆斯林都認為本地穆斯林有六萬人，不過

此一數字從宗教信仰與穆斯林認同做為標準的話，其穆斯林人數將呈減縮性的

發展，其原因筆者是認為，他們絕大部在職業上都是從事軍公教職，平日工作

固定，但也受政府單位上下班嚴格規定與限制，導致守教不易，連每週五的「主

麻聚禮」與遵守回教的「飲食禁忌」，甚至於在當時要找一位穆斯林的婚配對

象等等，都是非常艱難，整個台灣宗教與道德受世俗化環境的趨勢影響，大多

人不願受其宗教約束，並未強制自己的下一代信守回教，台灣宗教自由有信教

與不信教的權利，大多家長放任孩子選擇信教與不信教自由，家族長輩棄守世

                                                 
61  中國回教協會編印，〈中國回教協會教胞登記名冊〉（台北：中國回教協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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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回教觀念，新一代的穆斯林後代對教規像是不吃豬肉要吃清真（حالل，halal）

的牛羊雞鴨、不喝酒、不賭博、不迷信算命、每日做禮拜還有封回曆的「拉瑪

丹」（رمضان ，ramadan，齋戒）等教規生恐難以實踐，而棄守做穆斯林；父母

因忙碌於職場的工作，支持小孩接受學校教育參加補習，沒有留時間給他們送

到清真寺學習《古蘭經》與回教的教義，家庭宗教教育幾近瓦解，這是許多原

因造成。但是根據黃登武哈智62的觀察，在他走訪大陸許多的清真寺之後所獲得

的觀感，他認為，伊斯蘭在清末民初穆斯林的信仰已是淡化，回民分布零散，

回漢通婚已沒有講究了，飲食上也毫不講究，只是到先祖的祭日時，有少數人在

家裡或墳上開經，開經是僅留下形式了，念的人不誠意，聽的人不信教。63 

這表示出來台在以前大陸穆斯林是處在一個動盪的歷史下，清真寺教育停

擺，導致穆斯林的哲瑪提鬆散，宗教意識低落，對自己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已是

淡薄，穆斯林整體的信仰與知識必然是退步，這可說台灣的伊斯蘭發展是在「先

天不足，後天失調」不利的環境進行的。 

（三）1960 年後前台的泰緬地區雲南籍穆斯林 

雲南省與南邊緬甸泰國越南為鄰，早在西元 1274 年元朝（至元十年）回回

賽典赤．瞻思丁任雲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時期伊斯蘭便傳入此地，成為回回民

族的來源，又因為回回以「大分散，小集中」在雲南境內的昆明、大理、蘶山、

保山、蒙自、騰衝等地形成回回聚居形態的生活，而回回與西南泰緬地區進行

商貿，因山區崎嶇利用馬匹運輸，逐形成商隊，以後稱之為「馬幫」，藉此途

徑把回回的宗教信仰也傳入泰國與緬甸北部地區像是泰國的清邁、清萊、美塞、

美思樂等地區，像是緬甸的臘戍、當陽、東芝、密支那等地區。 

                                                 
62  黃登武哈智生於 1939 年於甘肅平涼人，農民出身，2000 年至 2010 年奔波十萬公里走訪全

國 80 多個城鎮，尋根問祖，寫出《中國伊斯蘭現狀觀感錄》（自刊）、《中國經堂教育與

陜學阿訇》（自刊）。筆者與黃哈智與 2010 年十月於馬來西亞吉蘭丹認識。 
63  黃登武，《中國伊斯蘭現狀觀感錄》，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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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以降統治者對回回行以華化政策，回回發展受限，回漢衝突不斷，激

發回回民族凝聚力，到清朝衝突更加明顯，不少雲南穆斯林逃離家鄉到泰緬地

區重新落戶生活。 近一次大規模從雲南遷入泰緬的中國人其中包括回回穆斯

林的是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國民政府退守西南的李彌與余程萬的部隊成

為國民政府軍隊在沒有國土的異域上的一支「孤軍」，直到 1960 年代分別撤回

部隊與家眷。64大多居住在中壢龍岡忠貞眷村一帶，當時回教穆斯林需要建清真

寺由馬興之等教親募款建寺成立「龍岡清真寺」65之後在 1980 年代以後陸續來

台的泰緬穆斯林大多落戶新北市的中和與永和地區一帶，基於政府忠貞的華僑

而給予他們來台取得國民身份，因為他們來自於原鄉地緣屬性相同以及重視教

內婚姻所以彼此都有姻親關係，相互照顧，一個接一個辦理入台，這種異地逢

親，加強了他們緊鄰相處的觀念，其人數越來越多，成為台灣穆斯林族群中主

要人口。 

整體上，他們對宗教的實踐熱忱度比內地穆斯林穆斯林要高，因為他們對

每日五次禮拜以外，還有特殊宗教日子的禮拜，像是回曆八月十五日在晚上上

寺禮拜、齋月泰拉威哈拜、參加開齋節會禮之後「拜爾德」66、喪葬殯禮通報參

加者拿則人數眾多，亡人「過乜帖」請阿訇唸《古蘭經》接「嘟啊」、炸油香、

唸「齊克爾」（ذآر，zikar，讚詞）67設席招待等傳統穆斯林葬俗濃厚，婦女到

                                                 
64  龔學貞等口述，張世瑛主訪，《不再流浪的孤軍：忠貞新村訪談錄》，頁 6-12。 
65  龍岡清真寺：龍岡清真寺位於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 216 號，原係於民國 43 年滇、緬邊區游

擊部隊撤退來台之教胞及其眷屬，且多服務於軍公教各界，散居於桃園、新竹，因距離台北

較遠，無法常至台北清真寺誦經禮拜，莫不引以為憾。 
嗣於民國 52 年，由退役軍人馬興之阿訇、王文中哈吉、及軍眷李如桂女士、馬美鳳女士、

以及忠貞村十餘戶教胞集議，擬在龍岡地區建一小型清真寺，以應需要。乃於民國 53 年向

本省各地教親募得購地三百九十餘坪土地（即現址），先建禮拜殿一間，經過歷任董事長：

保健臣哈吉、朱雲清、馬子誠、迄今鄭慶華哈吉的努力，陸續完成硬體、建築。該一地區教

胞有了唸經、禮拜及宗教活動的適當場所，使伊斯蘭的信仰傳承，得以在此生根、發展，並

繼續弘揚光大。 
66  回曆十月一日開齋節雲南穆斯林習慣上在禮完開齋節拜後街坊鄰居互相到各家道色蘭吃點

食物。 
67  「齊克爾」是讚主之意，亡人歸真去世家屬在其住處要念 zikar：la ila ha in lan llaahu，萬物

非主，惟有安拉。共 12 萬次。為了在短時間內唸完全本古蘭經就分成三十冊與唸完 12 萬

zikar 兩項重要功課，家屬將古蘭經以三十冊分給穆斯林親屬 30 人分別各自在家中唸；自餘

唸 zikar 就以開放家門讓教親接續來訪入座幫忙唸，每唸一次就取出放置在桌中間袋子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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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會帶上頭巾，老人家進寺習慣帶上禮拜帽，顯示傳統大陸回民穆斯林的特色。

此外，他們重視小朋友的宗教教育，會利用每週日上清真寺學習唸經與禮拜，

家長們也熱心把小朋友帶來寺裡學習，還有為學童做雲南家鄉口味的午餐。婚

姻上還是採行傳統「教內婚」，大多是親上加親由圈內穆斯林介紹，為了要保

持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的共同性並能傳承，他們也習慣於在清真寺舉行唸「尼

卡哈」（婚禮）與舉辦喜宴，婚宴前一天就來寺裡佈置場地張燈結綵掛喜幛，

婦女帶着蓋頭在廚房調理雲南家鄉的「清真菜餚」68，喜氣熱絡。 

由於他們的宗教意識仍保有雲南泰緬地區原鄉傳統形態，再加上共同背負

着過去遷徙的歷史記憶，產生同鄉情感，所以他們在清真寺裡自行形成族教認

同濃厚的生活圈，這與大陸其它省份早先來台的回教穆斯林有明顯的區別。  

（四）外籍台穆斯林 

民國八十年代因國際化開放外籍人士來台進行國際貿易或是從事教育學習

與來台打工之類為目的，這中間不少穆斯林國家的青年來台，他們多半是從阿

拉伯的約旦、埃及、敘利亞、摩洛哥還有伊朗、土耳其還有南亞的巴基斯坦、

孟加拉，另外就是非洲的塞內加爾、迦納、甘比亞，另外印尼勞工經過人力仲

介公司來台更是多達 15 萬人之多，他們大部分起初來台會居住在台北地區，而

且也會來到清真寺尋問一些生活的訊息，以及類似有關附近便宜的旅社與清真

館的地點，甚至於要求打工的介紹等等。外籍穆斯林由於來台各有目的，有的

是從事中小型資本的國際貿易生意或是打工（大部分是南亞地區來台進行非法

                                                                                                                                            
一粒豆子，每袋放 5,000 粒，算完一袋再放一袋，共來回 24 次，他們稱為「數豆子」，

後完結由阿訇或是 懂經的人舉行「亥聽」古蘭完冊並接「嘟啊」為亡人祈禱儀式，並辦桌

邀請親朋好友來寺或在家用餐共霑回賜。 
68  清真飲食是穆斯林飲食的規範，依照他們所信仰的《古蘭經》與《聖訓》之飲食規定，一定

不能「哈拉目」（吃非清真，Haramu）的食品，像是任何豬製品與非穆斯林所宰殺的牲口

（牛、羊、雞、鴨、駝等）的肉、油脂、還有被祭拜過的水果五穀等素食食品、酒類等等。

哈拉里食品就是清真食品 Halal-Hood，牲口必須是穆斯林下刀，在下刀時要唸 bismillahi 
Allahu-akbr 還要放血液，烹煮過程亦不能使用有非哈拉里的調味料與添加物在內。他們對此

項教規還是堅信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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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或是少有來台以學習中文者，但是基本上他們在文化素質、宗教知

識仍屬於單一同質性高的族群，但是與外界社會關係上仍處在內聚為主的互動

關係上；整體來說他們經濟基礎薄弱，由於來台目的不同，工作時間受到分配，

受工作限制，因此他們彼此之間很少形成密切式的交往，通常還是與同國籍之

間互動生活性質，平時就是在週五主麻日聚會見面一次，這些外籍穆斯林上寺

禮拜但跟本地穆斯林的互動關係只能保持在初淺的層面，也很少會主動參與清

真寺的事務與活動，就像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一樣，在清真寺的樂捐收據簿上

很少有他們的捐助，或許他們都把錢捐到更需要的家鄉了。但是由於他們的出

現，寺裡禮拜的人數增加許多，在台北清真寺主麻人數約 700 多人，幾乎有三

分之二是外籍穆斯林，他們對宗教的思想個有偏好，例如，有的是遵經思想者、

伊朗的什葉思想者、巴基斯坦或阿拉伯的宣教團「جماعة التبليع， jamaa tabliq」、

印尼勞工學生對穆罕默德先知誕生紀念日，又稱「聖紀」「مولد النبي，maulad 

annabi」與登宵日「اإلسراء و المعراج，al-ysraa walmiaraj」的讚聖活動有特別重視

等等，這些境外伊斯蘭地區來台的穆斯林，反映出各自家鄉的宗教習慣與文化

與宗教活動，但是他們彼此在台灣都能在清真寺的殿堂裡敬拜安拉，沒有排斥

呈現共同的宗教意識與認同多元現象。 

以上四類分屬不同時期來台灣，在極短的數十年所受到當地漢文化的衝擊

下對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產生不同程度的轉變，先是大陸來台的穆斯

林與後代在宗教信仰上普遍呈現「弱化發展」的趨勢；另一部分台灣穆斯林當

中出現一部份信仰者在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上表現出強化改革與宗教意識濃烈

的需求與自覺。當然，在弱化所造成的「同化」與強化所造成的「分化」兩者

之間仍存在一些中間「理性做法」的穆斯林群體，他們重視和諧與服務做為宣

教與志工活動的訴求。但是，今天在台灣非穆斯林的生存環境裡，不論是本地

的穆斯林也好，還是泰緬雲南籍的外籍穆斯林也好，還是晚近外來台的外籍穆

斯林也好，都同樣要面臨當地非伊斯蘭文化的衝擊，尤其是在一個沒有「哲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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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生活形態的地區，每一位穆斯林都將直接與漢文化接觸，其結果不是「變

教同化」的離開穆斯林群體不再認同穆斯林身份，或是選擇緘默的面對環境的

考驗。 

台灣穆斯林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迄今經過 60 年的變遷，早已出現

宗教意識、宗教儀式與族群認同上呈現微妙的變化，導致這種變化，主要原因： 

第一是「入境隨俗」的心態，甘願受漢文化的直接影響以改善自身的生活

條件。這種想法是基本上初期穆斯林來台受制於自身宗教上教規的限制，為了

工作與生計營生，宗教生活在漢人為主體的社會中生活有多處不便，因此養成

漢俗生活的習慣，遠離了伊斯蘭信仰，失去穆斯林的文化特色，造成宗教意識

的淡薄，逐漸成為在地化或是同化的事實； 

第二是主要原因還是離開了哲瑪提的生活圈，回回的生活機能一旦受到困

難，宗教信仰必在清真飲食的物質短缺與信仰無法獲取教育滋潤的環境下，而

失去其成長與保護作用，再加上外界其它文化的強力滲透，「變教」的情形就

相形普遍了； 

第三是穆斯林族群在漢人社會中的適應過程中因弱化現象，反應出激烈的

宗教改革思潮，衝擊傳統穆斯林的舊有的宗教習慣，像是地方性的殯葬習俗活

動、穆罕默德先知紀念活動等等都因改革的而停止活動，隨同改革也發生族群

內部不同的主張，類似出現穆斯林族群內部分化的現象。 

這種 M 型兩極化發展的趨勢我們以殯葬的活動來做為觀察，就可證實其變

遷的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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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清真寺的阿訇與教親在舉行站者拿則 
之前先為亡人進行「轉經或轉錢」的贖罪 

儀式。

在大陸的臨夏穆斯林習於在開齋節走墳並在
墳前插上「香把子」，但目的不在祭拜。 

大陸臨夏回墳透露出大陸回族宗派的 
差別性。 

 

大陸南京回民公墓的墓型在地面上刻有 
「歸真」大字。

臨夏阿訇帶領教下捧手為亡人做祈禱。

大陸回族殯葬田野觀察（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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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大陸穆斯林宗派各類書籍。 大陸拱北常有回民唸全本古蘭經。 

馬龍回族經書店在臨夏販售宗派書籍。 祁介泉阿訇的傳家經書是反駁新教的依據。

蘭州─鳳棲梧書店經理馬寅樺（中）

中穆網站主馬玉明（右）。

筆者隨著張中復老師到蘭州、臨夏 
進行田野調查。

好萊烏影片滲入臨夏回族家庭，挑戰傳統家
庭的觀念思想。

開經讚聖，老華清真寺開齋節盛況。 

大陸回族多元一體下的挑戰與契機（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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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陸回族與台灣穆斯林殯葬文化的異同 

穆斯林的殯葬從七世紀在阿拉伯半島的麥加與麥地那兩大聖地以《古蘭經》

與《聖訓》為根據規範出一套全球穆斯林生活方式皆準的形式，伊斯蘭東傳到

了中國大陸，在長期留住中土的域外穆斯林與當地漢民女子通婚與繁衍生息，

並與在地文化雜揉的演變過程 後成為具有中國伊斯蘭的回漢雙重文化的族群

特色。民國三十八年因國共之間的內戰，又有一批中國大陸穆斯林進台灣，在

一個新的環境下逐漸發展出具有台灣特色的穆斯林族群，與過去大陸原鄉所謂

的回族穆斯林所呈現不同風貌。 

本文就以穆斯林的殯葬儀式、宗教詞彙和墳墓建築做比較，就略微發現其

中的變遷。 

第一節 穆斯林「經典」中的殯葬特色 

一、穆斯林殯葬的原則 

穆斯林的殯葬從儀式到宗教術語的使用以及 後如何築墳，如何為亡人追

念做祈禱都有一套詳實的經典論述。經典被全球穆斯林所公認的就是安拉真主

所啟示給穆聖的《古蘭經》及他的追隨者為他所記載的《聖訓》，穆斯林根據

這兩本經典建立了一套殯葬制度，筆者依自己的認知將穆斯林的殯葬歸納成「三

大原則，九大步驟」來簡述其程序，為兼顧穆斯林學者與宗派立場，筆者亦一

併交代，以供文後分析。 

（一）節葬 

穆斯林的喪葬不經過漢人的葬儀社來處理，喪事本就成為穆斯林重要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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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在大陸與台灣穆斯林亡人都是交由清真寺處理，因為穆斯林的亡人，對

教外人來說是不清楚的，更何況處理亡人與參加儀式的必要條件都必須是穆斯

林信仰者才能辦的事。基於殯葬是以亡人為重，所有殯葬活動前、中、後的過

程中就是「念、整、洗、穿、站、送、埋、祈、搭救亡人」的儀式為主，過程

中完全禁止殯葬商業交易，因為穆斯林的殯葬不容許喪家為了要讓亡人走的風

光彰顯家勢地位的觀念，在喪禮過程中以獅陣、龍陣、陣頭花車、電子花車、

清涼秀、誦經團面送亡人一面搞熱鬧，炫耀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行為用任

何過度的消費在宗教的教規上是被譴責的，安拉說：「你不要揮霍，揮霍者確

是惡魔的朋友，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1穆斯林殯葬是讓亡人家屬享有教眾無

回報的大力協助與心理安撫，家屬不需花費在講求形式上的排場、訂製棺木、

佈置靈堂、修建陵園和耗費時間的繁文縟節的儀式過程。穆斯林講求莊嚴肅穆

的簡葬方式，不製造社區交通、安寧、衛生的困擾，穆聖（安拉賜福他安寧）

說：「指主發誓，他沒有信仰！指主發誓，他沒有信仰！指主發誓，他沒有信

仰！有人問：安拉的使者啊！是誰？使者說：就是傷害鄰居，使之不得安寧的

人。」2  

（二）速葬 

穆斯林去世稱「無常」、「歸真」（回歸真主之意），根據《聖訓》，亡

人須早日進行殯葬儀式以「入土為安」，在穆斯林民間俗話常說，「奔喪如奔

金」，就是說勿耽誤亡人的殯禮，讓他早日完成儀式殯葬前、中、後相關過程，

到死後世界接受善報，久留亡人不入土是對亡人嚴重而不敬的行為。亡人在哪

處去世（歸真） 好就在那裡的穆斯林墓園下葬，以避免費時費力的送回故居

                                                 
1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284。 

古蘭經第十七章第二十七節 
原文： وال تبذر تبذيرا إن المبذرين آانوا إخوان الشياطين و آان الشيطان لربه آفورا 

2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譯，《利雅德聖訓集》（رياضة الصالحين），（自刊，1980），頁 93。 
من ： قيل ！و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  و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  و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النبي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 الذي ال يأمن جاره بوائقه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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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對家屬而言，亡人久留不下葬留置在家會影響生者的生活作息，日日守

候他會造成身心疲憊，對家庭到社會鄰里甚至於到社會的經濟、安寧、交通、

衛生等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白拉爾之子塔里海病了，穆聖看望他時說：

「我看塔里海將歸真，如果他去世時，你們通知我，你們速辦喪事。因為穆斯

林的屍體不該久放家中。」3 

（三）土葬 

安拉說：「我從大地創造了你們，我使你們復返於大地，我再一次使你從

大地復活。」4穆斯林相信安拉用土造人祖亞當並吹入靈魂，其後代繁衍使其母

體子宮靈肉一體，在大地過一段期限，安拉命死亡天使抽其靈魂而歸真，並命

其穆斯林以入土回歸黃土受其審判， 後世界末日，復活、審判進入永恆的後

世（參見生命之旅宣傳圖於次頁）。「土葬」是本於人性的本質，是水與土的

構成，以「土葬」 為尊重亡人的身體與處理方式，讓他順其為土不需採用其

它元素加工亡人身體，快速把他成為灰燼。穆斯林對待亡人的態度有如亡人猶

存，必須維護亡人身體不被毀損，故葬之以禮，然而，穆斯林對亡人的責任，

須從他生命 為脆弱時刻就開始在他耳前提念「清真言」，歸真後先整理亡人

的身體、清洗亡人、穿凱凡布、站者拿則、發送亡人、埋葬亡人、唸經祈禱、

搭救亡人等九大步驟，每一個程序簡要慎重，讓亡人走的「有尊嚴、有福份」。 

                                                 
3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264。 
4  馬堅譯本，《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310。 

古蘭經第二十章第五十五節 
原文： منها خلقناآم و فيها نعيدآم و منها نخرجكم تارة أخر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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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斯林的殯葬處理  

穆斯林認知完善的辦理亡人的殯葬程序是亡人家屬與穆斯林教親的宗教功

課之一，然而，穆斯林對待亡人不僅是慎重其事，而且推前至亡人在未去世之

前「臨終」彌留的關切，即成為穆斯林死亡文化重要的一部份，目的讓他對安

拉真主的堅定信仰，順心的銜結死亡的到來，再進入一連串的殯葬儀式，完成

入土為安的程序，獲得「善終」的安置。以下就經典中有關提念、整理亡人儀

容與報喪、洗亡人身體做大小淨、亡人穿克凡布、站者拿則、抬經匣送亡人、

安葬、祈禱、搭救亡人程序做一說明，其它程序中有關亡人親友應做與禁止的

規定以及大陸與台灣兩地穆斯林的殯葬特色將留在下一節文做論述。 

（一）提念證詞 ( تلقين الشهادة ，talqina sh- shahadah ) 

提念就是提醒臨終者（المحتضر，al-muhtadir） 唸「清真言」（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

la-ilaha illallah，萬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的使者說：「誰的 後一句話

是：萬物非主，唯有安拉，他一定入天堂。」5對穆斯林臨終者提念清真言是穆

斯林的義務，是保護臨終者對安拉的信仰的重要時刻。臨終者因面臨生死離別，

擔憂家人生活心放不下，又自責自己罪過不散，對安拉的五功（唸、禮、齋、

課、朝）等都沒做好，擔心去世後面對審判，內心充滿恐懼，心生怨言說些傷

信仰的話，臨終者需藉助宗教信仰來克服困惑，所以親人會在旁協助他做「討

白」（懺悔），堅定對安拉獨一信仰的意識。依據穆聖（安拉賜福他安寧）的

指示，在臨終關懷時親人要唸：「主啊！祢饒恕我，祢慈憫我，祢讓我和清廉

的伙伴們在一起，即歸真後和天仙（使）及清廉的僕人們同居天堂。」6依據阿

依莎的傳述：「安拉的使者臨終時，我看到在他身邊放著一碗水，他把手放在

                                                 
5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艾乃斯‧馬鳳德譯，《利雅德聖訓集》，頁 232。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من آان آخر آالمه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دخل الجنة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عن نعاذ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6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頁 231。 

اللهم اغفر لي و ارحمني  و ： سمعت النبي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و هو مستند إلي يقول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ألحقني بالرفيق األعلى  متفق ع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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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中，然後用水抹抹自己的臉，口中唸著：『主啊！祢襄助我戰勝死亡的痛苦

和艱難。』」7陪伴臨終者守候對安拉的信仰，為他在大地劃下人生在世 終的

句點，極具可貴與幸福，就如漢人文化所說的「善終」是吉祥幸福的事。 

台灣老一輩的穆斯林大多還能記住提念詞，因為忙於工作與家務疏於進清

真寺在台灣有許多穆斯林後代已不懂「提念」是什麼，也不會唸阿拉伯語的提

念詞，所以家屬習慣上會請寺裡的阿訇到臨終者的身旁以阿拉伯語代為提念與

誦讀《古蘭經》第三十六章〈雅辛章〉（سورة يس - sūratu yasīn）8，並為他做「嘟

啊」（دعاء，dua＇，祈禱）。病患歸真，家屬會立即為亡人合上雙眼，如有假

牙義肢須去除，抿嘴將頭側擺面向「右」（قبلة ，qiblah，朝向麥加天房），禁

止大哭，多說亡人的好話，相信天使都會向安拉乞求的習慣。 

（二）整理亡人儀容與報喪（النعى ，annaa’） 

穆斯林歸真後為他脫去世俗的衣服，對亡人的禮儀要用白布覆蓋，去除身

上首飾（如有義肢或假牙），抹閉雙眼，托全其口，順好四肢，使其臉面向右，

 並為他做美好的祈禱，不宜用其它宗教之物放在亡人身上或身旁。 

艾布賽萊梅死了兩眼仍然睜着。穆聖來了，用手閉攏了他的眼睛說：「天

使取走靈魂時，眼睛看著靈魂走。」我家中的人們喧嘩起來了，穆聖（安拉賜

福他）說：「你們只可祈禱對自己有益的，莫要祈禱對自己有害的，因為天使

們保證你們的言辭。主啊！你恕饒艾布賽萊梅吧，你把他提高到正人君子的品

級裡去吧，你教他的後代步他的後塵吧。全世界的主宰啊！你恕饒我們和他吧，

你教他的墳內寬闊與光明吧。」9 

                                                 
7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譯，《利雅德聖訓集》，頁 231。 

دح ثم يمسح  وجهه ق و هو يدخل يده في القدح فيه ماءرأيت رسول 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وهو بالموت عنده ：وعنها قالت 
اللهم أعني على غمرات الموت و سكرات الموت  ：بالماء ثم يقول   

8  穆聖說：〈雅辛章〉是《古蘭經》的心臟凡是取主喜悅，謀求後世的宅院而念此章者，他准

得真主的恕饒，你們對臨終者務必要唸〈雅辛章〉。穆聖說：「凡即將去世的人，活人給他

『雅辛章』後，真主便減輕他的痛苦。」見《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264。 
9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自刊，1980），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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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氣絕，亡人家屬要向穆斯林親友報喪，穆聖的追隨者鐵米濟說：「

好是男人給死者的親友、弟兄報喪。」目的是讓他們知曉喪訊，聞者是穆斯林，

就必須要說：「我們確是安拉所有，我們必定只歸於祂。」10，這是穆斯林對死

亡認知的 後歸宿，另外就是為亡人向 安拉求寬恕。 

（三）洗亡人身體做大小淨（غسل الميت ，qhasl-mait）11 

洗亡人是為他進行穆斯林潔淨的儀式，為了給亡人舉行他在大地上 後的

宗教儀式，他仍必須完成這個潔淨身體的儀式，這就是洗大小淨。亡人的子女

有義務親自幫忙，男子洗男子，女子洗女子，其他親屬或清廉的穆斯林也可在

場協助。洗淨者以五人為佳。穆聖的女兒歸真時，穆聖來見我們說：「你們看

着辦，你們洗三次、五次，再多些也可以。必須用清水和皂角， 後再用點樟

腦，洗完通知我。」12穆斯林相信，透過洗亡人的身體，洗滌亡人的過錯，以潔

淨的身體回歸安拉。 

（四）亡人穿凱凡布（تكفين الميت ，takfinal-maiti） 

潔淨亡人全身之後，男子用三大塊潔淨的白色布，女子用五塊，將亡人置

於布內，從頭到腳不露身體的任何部位包好後，放置木板箱（經匣）內，抬運

至站殯禮之處。穆斯林相信，人生來有別，但是亡人不分地位、身份、貧富，

均一視平等，都是穿上白色的「凱凡布」，猶如穿上了一塵無染，潔白無過的

                                                                                                                                            
إن ：دخ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على أبي سلمة و قد شق بصره فأغمضه ثم قال ：عن أم سل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ال تدعوا على أنفسكم إال بخير فأن المالئكة يؤمنون على ما تقولون ثم ：الروح إذا قبض تبعه البصر فضج ناس من أهله فقال 
رجته في المهديين و اخلفه في عقبه في الغابرين و  لنا و له يا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 افسح له اللهم اغفر ألبي سلمة و ارفع د：قال 

 في قبره و نورله فيه  رواه مسلم 
10  馬堅譯，頁 24。 

古蘭經第二章第一五六節 
原文：إنا هللا و إنا إليه راجعون 

11  馬孝棋，〈人生的真諦〉，《社區發展季刊》，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第九十六期（民國

90 年），頁 13。 
穆斯林洗淨亡人的方法： 
先洗小淨（淨下，洗手至肘，用布沾水擦口和鼻孔，洗臉，摸頭，洗兩腳至踝），再洗大淨

（從上到下，先右後左的順序清洗全身，洗三次），洗畢後不可為亡人上妝，不穿壽衣，不

修髮，不剪指甲，不帶裝飾只能穿上凱凡布。 
12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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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一般，回歸安拉。穆聖（安拉賜福他安寧）說：「你們穿衣服， 好選用

白色布料。同樣，你們務必用白布給亡人做屍衣。」又說：「若你們給亡人薰

香時，薰三次。」13 

亡人包好凱凡布以後就放置於木箱內平躺，因穆斯林禁用棺木當亡人下葬

時，木箱不放入坑內，只是將包好凱凡布的亡人，在台灣以頭北足南面向麥加

天房的方向入坑安葬。  

（五）站者拿則（  （salatal-jinnazah，  الجنازةصالة

站「者拿則」指的就是舉行殯禮14。它是穆斯林教親為亡人向安拉祈求，赦

免亡人罪過的儀式，過程嚴謹。殯禮場地在清真寺的大殿內與殿外舉行都可以

爭議不大。但寺內禁設靈堂、不行樂、不誦經、不放置亡人肖像、不點香燒紙

錢或向亡人跪拜供奉祭品、家屬不披麻帶孝、嚴禁兒女豪哭失態的舉動。穆斯

林喪葬採取節葬、土葬、速葬、葬不擇日、墓不堪輿、葬不用棺木和嚴禁火葬。

穆斯林認為，舉行殯禮的目的只是為亡人向安拉祈求寬恕，而非庇蔭生者而舉

行。穆聖（安拉賜福他安寧）說：「只要一個穆斯林去世後有四十個沒有以物

配主的人為他站殯禮，安拉一定為他而接受他們的說情。」15  

（六）抬經匣送亡人（ــل الجنازة و إتباعها  （hamlal-jinnazah waitibaiha，حمــــــــ

伊斯蘭鼓勵穆斯林積極參加殯禮，站殯禮之後立即抬經匣送亡人到穆斯林

的墓園，送亡人的人走在亡人後方，而且前行的步伐很快，送亡人的人不斷的

默唸祈禱文說：「求安拉寬恕亡人。」此外，亡人歸真也儘速安葬，這對於信

仰好的亡人來說是 好的。穆聖（安拉賜福他安寧）說：「你們應速送亡人，

                                                 
13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276。 
14  馬孝棋，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社區發展季刊》第九十六期（民國 90 年），頁 13-14。 

者拿則禮法：（見附錄二：者拿則禮法） 
15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頁 236。 

ما من رجل مسلم يموت فيقوم على ： سمعت رسول 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يقول ： قال و عن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جنازته أربعين رجال ال يشرآون باهللا شيئا إال شفعهم اهللا فيه  رواه مسل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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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亡人是善良的，那麼，你們把他送到了好地方；若亡人不是善良的，那麼你

們卸掉了套在脖子上的負擔。」 

根據聖訓記載，穆斯林對亡人的禮貌是，當見到了亡人抬過來時要站立起

來，穆聖（安拉賜福他安寧）說：「你們見到亡人抬過來時立即站起來。」賽

海里和蓋斯在卡迪西亞地方坐着時，一個亡人被抬過來時，他倆站了起來，有

人對他倆說：亡人是異教徒。他倆說：一個亡人被抬過來時，穆聖曾站起來，

有人對穆聖說：這個亡人猶太教徒。穆聖說：「他不是人嗎？」阿慕爾之子阿

布頓拉說：穆聖所說的「為敬畏收取生命的主而立正」就是見亡人抬過來時站

起的道理。16  

（七）安葬（ الدفن，addafn） 

亡人的經匣送至穆斯林墓園放置在墳坑旁邊，將亡人從經匣中移出放入墳

穴，因遵守節葬原則，墳墓禁止過大以簡葬為佳，並且也不宜修築墳墓（以目

前在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的墓穴使用面積為例：深 110 公分，長 210 公分，寬

70─80 公分），在安葬亡人時低唸：「奉安拉之尊名與使者的聖行開始。」下

葬亡人。17亡人放進墓穴以先把亡人的下半身放進墓穴為聖行。宰德之子阿布頓

拉把亡人先從腳的一方放入墳墓，他說這是聖行。18以台灣地區為例，墳穴以頭

北足南的方向挖掘，亡人下坑要面向麥加的方向輕放入內19，不放任何陪葬物在

品，之後覆蓋石板，此時阿訇（教長）並率眾一起為亡人向安拉祈禱求寬恕。

對亡人來說，亡人入土後 需要生者的祈禱，之後再墳中撒三捧土為可佳行為。

穆聖曾給一個亡人行了殯禮，然後他來到墓邊，向亡人頭部方向撒了三捧土。 

                                                 
16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297-298。 
ملة رسول اهللا على بسم اهللا و   17  
18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301。 
19  安葬穆斯林時頭須偏向右邊往麥加聖地的方向。在台灣的回教墓地須頭北足南設置墓穴，亡

人下坑，臉面向麥加天房。此舉不能與風水堪輿相提並論。 



70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八）祈禱（الدعاء له，addua’lahu） 

穆斯林相信亡人下土後首先要面臨第一關就是墳裡的考問。亡人將被兩位

專門考問亡人的天使「悶可勒」與「乃給一勒」（منكر و نكير，munkar wa nakir），

問到三個問題，你的養育的主是誰？你的宗教是什麼？你的先知是誰？如果亡

人回答是錯的天使就會指亡人看向左方，並說明他在後世火獄的位置，而當下

在墳裡就是該火獄位置的百分之一的下場；反之，亡人回答正確的說出，我的

養育主宰是安拉，我的宗教是伊斯蘭，我的先知是穆罕默德，天使就會指亡人

看向右方，並告知他在天堂裡的位置，而當下在墳裡就獲的天堂位置的百分之

一的享受。因此，墳裡的處境是亡人的第一關，此時亡人家屬會很關切並給亡

人做提念的祈禱。穆聖每次埋葬亡人已畢，他就站到墳前說：「你們要給你們

的同胞求恕饒，給他求安定，他現在是迫切需要祈禱的啊！」20所以亡人家屬對

亡人的「提念」是必要的，賽爾德之子拉世德、海克姆等學者主張：當墓已整

平，人們要離開時，在墳前給亡人提念：某人啊！你唸「萬物非主，唯有安拉」

三次。你牢記「我的養育主是安拉，我的宗教是伊斯蘭，我的先知是穆罕默德。」

伊本．歐瑪主張：埋葬亡人後，在墳上念黃牛章的首尾為可佳。 

阿里曾埋亡人後唸：「主啊！這是你的僕民，他已歸依你，你是 好的歸

宿，求你恕饒他，加寬他的墓穴。」21  

（九）搭救亡人 

在穆斯林的經書裡對穆斯林亡人安葬以後對亡人家屬的信仰與言行規劃依

據《古蘭經》的記載，安拉說：「假若他們來找你，而且向真主求饒，聖人也

                                                 
20 伊瑪目腦威.葉哈雅 翻譯：艾乃斯.馬風德《利雅德聖訓集》，頁 293。 

استغفروا ألخيكم وسلوا له التثبيت فإنه اآلن يسأل  رواه ：آان النبي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إذا فرغ من دفن الميت وقف عليه  و قال 
                                          الترميذي                              

21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蘭教法》，頁 303。筆者按，所謂加寬他的墓穴是指亡人使用的坑穴面積小但是為

他祈求安拉給他在黃土下加寬，受到恩賜。 
  اللهم هذا عبدك نزل بك و أنت خير منزول به فاغفر له و وسع مدخله



第二章 大陸回族與台灣穆斯林殯葬文化的異同 71 

替他們求饒，那麼，他們必發現真主是至赦至慈的。」22顯示出，亡人家屬是可

以為亡人向安拉做祈禱的，這裡在《聖訓》穆聖（安拉賜福他安寧）說：「一

個人去世後，他的善功將中斷。除非三件工作：永久性施捨；有益于人類的知

識；清廉的兒女的『嘟啊』（祈禱）。」23亡人與親屬在物質層面的關係已終斷，

但是在信仰與精神的層面上仍然是繼續維繫着單向關係，因此，亡人在墳裡迫

切的需要他們後代不斷的為他們做那三件事，它能繼續為亡人享有善功的回賜

穆斯林習稱「搭救亡人」，另外又稱為亡人「過乜帖」。 

第二節 大陸回族與台灣穆斯林殯葬的多樣性 

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伊斯蘭在中國大陸數百年來在漢文化社會不斷進

行調適呈現不同層度的「融而未合、同而未化」的變體，就以穆斯林殯葬的問

題來觀察，目前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穆斯林的殯葬的過程除遵循原本經典中的殯

葬標準以外，也受當地漢俗化的滲入而出現在地化現象。這中間的原因就是境

外地區的母文化到了異文化地區經過長期雜揉下所產生的涵化現象，或又經過

傳播來到中國又與當地漢俗雜揉又添加一層漢俗文化的外衣，表現出穆斯林地

方習俗特色。另一方面，因宗教內部的宗派化現象（在中國馬通分類三大教派

四大門宦）24 在台灣穆斯林族群近十年亦出現殯葬教規主張與立場不同問題，

不過基本上對安拉獨一的信仰、經典的殯葬儀式略為一致，但因地方習俗或殯

                                                 
22 馬堅譯，頁 88。 

古蘭經第四章第六十四節 
原文：  ااستغفرو اهللا و استغفر لهم الرسول لوجدووا أنفسهم جاءوك  لو أنهم إذ ظلموما أرسلنا من رسول إال ليطاع بإذن اهللا و

            رحيماااهللا تواب
23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利雅德聖訓集》，頁 239。 

قة جارية أو علم ينفع به  دص：إذا مات اإلنسان انقطع عمله اإل من ثالث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أو ولد صالح يدعو له  رواه مسلم  

24 中國大陸穆斯林三大教派：格底目（老教）、西道堂、伊赫瓦尼（新教），四大門宦：哲赫

林耶、虎夫耶、庫布利耶、嘎的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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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儀式的過程中對某部份強調或增加與刪除的現象。 

一、報喪 

報喪是穆斯林家中有人無常（去世）時，亡人家屬要週知喪訊。在大陸南

京回族為例，在報喪的習俗上通常是家中男性，要從長輩先開立喪單，通知內

容要寫明喪主姓名與亡人的關係，下葬的時間以及列出報喪的親友姓名與住

址，被通報聽到喪訊要「應聲」，並請入室用水或給酬金。報喪又稱「請人」。

「請人」是亡人的直系由人陪同登門親自稟報。據遷台一位南京回民長者說： 

過去在老家南京的習俗，報喪還要用跪地於長輩前的方式報喪，

以示對長輩的尊敬。25 

在台灣有些與黨政軍商社會關係良好的知名穆斯林以「訃聞方式」（附錄

三 早期穆斯林訃聞與百日開經通知）登載報紙或以電話通知穆斯林親友與非

穆斯林來寺參加送亡人。非穆斯林亡人的生前好友是在職場同事，為向亡人表

示敬意，送花圈、輓聯。因為內地穆斯林宗教信仰淡化，與清真寺和穆斯林朋

友互動少，參加殯葬活動除自己家屬以外大多是非穆斯林與亡人職場上的同事

到場觀禮是普遍性的現象。眾穆斯林學者決議給亡人的親屬和親朋好友以及主

持善事的人報喪是可佳的行為。26 

二、速葬 

穆斯林對亡人的去世稱「歸真」或「無常」，不說「往生」或「安息」等

漢人慣用的佛教用語。歸真是表示人去世了靈魂回歸到安拉那裡，穆斯林歸真

忌諱無故久留亡人「埋體」（الميت - al-mait）， 晚不得超過三日。在南京回

民的習俗從斷氣時算起一般不得超過 15 次禮拜時間，按每天 5 次禮拜來算，即

                                                 
25  2010 年 10 月 15 日，報導人 W 哈志，於白沙灣伊斯蘭教墓園。 
26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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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 3 天就必須入土。27三日之內須完成站「者那則」，屍體不致變質腐爛影

響衛生，這是遵循《聖訓》指示，「應迅速為他（亡人）送葬」28，所以迅速入

土為安。若以省籍地區分析，台灣西北穆斯林與雲南泰緬甸地區來台的穆斯林

比較會以當天歸真當天或次日安葬，比其他內地的穆斯林省份為了等候外國的

親屬回國，有時要拖延至第三天安葬或更久。還有依照大陸有些省份穆斯林遷

台以後還保留亡人送寺以後要守靈唸經的習俗。 

三、助喪 

穆斯林注重宗教族群的互助，互助的本身即是宗教功修，協助亡人家屬送

亡人提供助喪事宜則是寺坊教親互助的功修之一，以阿拉伯語稱之為「他阿基

耶」（التعازي - al-ta ‘ā’zy，弔唁致哀），在漢人社會稱「弔喪期」。依照伊斯

蘭的經典「助喪」以三天為宜，穆斯林教親到喪家提供食物或是精神上的安慰，

給喪家減輕生活雜事。台灣是工商社會因人與人之間關係逐漸功利化，加上穆

斯林之間居住分散，助喪的功能與機會降低，助喪的優良傳統已逐漸淡化，取

而代之的反是喪家之邀請有親戚關係的教親與亡人的社會友人，而且喪家會主

動招待參加站者拿則的飯食，有些內地的穆斯林會依大陸地方的習慣，在送亡

人安葬回來清真寺以後喪家設席招待賓客，由阿訇再為亡人開經稱為「下土經」

29。台灣新一代的阿訇已不主張下土經，有一位東北遷台穆斯林回憶說： 

小時在大陸老家是亡人下土後回到家裡，還要請阿訇與教親來做

下土經，家裡準備油香和食物「口道」。30 

                                                 
27  伍貽業，《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2000），頁 254。 
28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頁 238。 

عوا بالجنازة فإن تك صالحة فخير تقدمونها إليه و إن اسر：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النبي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قال
  تك سوى ذلك فشر تضعونه عن رقابكم متفق عليه 

29  「下土經」是亡人安葬後在大陸回民習俗上亡人家屬請阿訇回到亡人的家，請阿訇「開經」，

唸《古蘭經》第二章尾段以後就唸堵哈以後的十八章，再唸《古蘭經》第一章與第二章前五

節，之後接「嘟啊」，完成開經。 
30  2011 年 2 月 6 日，報導人東北哈志，清真寺舉辦敬老聯誼會場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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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墳 

協助亡人家屬在出殯前或出殯當天挖掘墳坑的工作俗稱「打墳」。墳有兩

種，一種是直坑，另一種是在直坑裡再做窑洞稱「掏坑」。基本上，穆斯林打

墳不看風水，不擇吉日的習慣，主要是墳穴以頭北足南的方位，亡人下坑後面

部應面朝「麥加天房」，築成直坑大小的面積。在麥加與麥地那聖地採用掏坑

穴方式。但掏坑不一定是唯一的墓穴方式，如果因土壤不適都採行就用「直坑」，

所謂「直坑」不要誤以為是把亡人用站立的方式下葬。在大陸南京回族也一樣

其墓穴面積，南北方向長 2 公尺，東西寬約 60-80 公分，在穴內底部西側再挖

一窑洞，足夠讓死者平臥，窑洞底部較窑外坑底高 30 公分，窑內以土做一枕，

窑洞高度約一米，以活人在窑洞內能坐起為宜，洞頂呈穹圓形。31在南京回族習

俗上，墳做好由孝子或親友先躺入穴中，用自身體檢驗墳坑的長度和高度，稱

為「試坑」。在台灣回教墓園是直坑，所謂直坑不是站立安葬，而是直接平躺

在墓穴內。直坑是因土質鬆地處山坡所以坑內須砌磚鞏固，但教規上說墳墓的

建材不用火燒制成的材料，像是磚塊，雖是火制品但因為沒有替代品所以也得

用磚塊了。此外，在台灣的墳墓建造都由非穆斯林建造，使用的建材也是水泥

紅磚，墳墓的蓋板如漢俗一樣用七塊俗稱「七星板」視為吉祥之意，雖然不是

穆斯林的要求，但是也行之多年了。另外，如果墓穴之前有石階梯，漢人墳工

也由自己的宗教意識，做單數階梯，以討吉避邪的想法。 

五、請水 

「請水」是大陸回族用語，它指的是為亡人洗大小淨。在台灣穆斯林歸真

後將亡人送至清真寺的「美體房」32，準備給阿訇與家屬為他洗大小淨，又稱

                                                 
31  伍貽業，《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頁 253。 
32  「美體房」是停放亡人屍體的房間，這詞彙是阿拉伯語「埋體」（亡人）與漢語的「房間」

合併而成為「埋體房」這種外國語與漢語的混合組成稱為「經堂語」是元末明初穆斯林學者

胡登洲太師所創，經堂語所使用的文字是阿拉伯與與波斯語當中的宗教詞彙，以漢字拼音法

或是以漢字譯義法，例如「乜帖」是阿語漢字拼音，有「捐獻、善舉」之意思，另外「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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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亡人」、「洗埋體」。依照伊斯蘭教規，亡人入土以前一定要將埋體洗大

小淨稱「請水」。 

過去在台北清真寺裡還有一具瓷器香爐放置在「美體房」內供其燃香之用，

以除異味，據穆斯林自稱燃香不是祭拜亡人之用，但它的存在表示出過去亡人

送進埋體房以後，喪家會燃香的習慣。在大陸回族至今仍然重視在「請水」之

前燃香的習俗，他們認為是宗教上許可的行為，若是男性亡人就邀請阿訇和家

中至親或教內好友的男性 3-5 人來為亡人洗大小淨；若是女性亡人就由師娘（阿

訇的夫人又稱訇娘）及教中女性來為亡人洗大小淨。大陸回族另有請水儀式，

就是尚未將亡人安置在水床上時，亡人家屬還會燃香並以逆時鐘的方向圍著水

床繞圈，稱「轉香」33，目的是去除污穢的味道，他們稱「水床」又稱做「水溜

子」，一頭高一頭低，高頭置亡人頭部，低頭有一圓洞，水可順流而下，洗者

用湯瓶沖洗亡人，手上帶著白布製的口袋型手套，用些水一遍一遍的沖洗，洗

遍全身每一竅處，從頭到腳洗淨為止。34洗完大淨之後為亡者穿上「凱凡布」（裹

屍布），包裹男死者裹屍布共三塊，均呈長方型，總長約 10 公尺許，第一塊比

身體略寬，但短於身長，自下領至骨領部開口可使死者頭放出；第二塊與身長

同寬約 1.5 公尺；第三塊長於身體兩端各餘 20 公分許，寬約 1.5 公尺，包扎好

用布帶將頭部和腳部全封閉在內。女裹屍布共 5 塊，除上述三塊外，另加一塊

蓋頭長 1.2 公尺，寬 30 公分多，再加一塊裹胸布，長自腋至膝，寬以圍身即可。

包扎好以後讓家屬親友「閃面」（瞻望），之後再包裹全身置於「塔布」（تابوت 

- tābūt，運屍木盒）。35目前在台北清真寺所使用的凱凡布的尺寸，男士三塊，

為外層稱大臥單約長 318 公分寬約 180 公分、中層稱中臥單同前， 內層稱小

                                                                                                                                            
是波斯語漢字拼音，有「教長、領拜的人」之意思，另外「清真」、「真主」是漢人穆斯林

以漢字來解釋外來語的「伊斯蘭」、「安拉」的精神與內涵，這都是伊斯蘭的外來語在漢語

社會的在地化的結果與適應變革。 
33  「轉香儀式」是根據格底目老教的規矩在洗亡人之前先點燃香支以逆時方向圍着洗屍床繞單

數圈。目的在空間薰香而非以祭祖之意。 
34  楊淑玲、李文治，《回族的習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58。 
35  伍貽業，《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頁 25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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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單約長 240 公分寬 120 公分；女士五塊，從外至內， 外層兩層同一樣尺寸

約長 318 公分寬 180 公分，第三層長 240 公分寬 120 公分， 內層稱小臥單約

長 210 公分寬 90 公分，再加上蓋頭的布。36另外，台灣遷台初期某清真寺出現

「轉香儀式」，還有的阿訇會用毛筆沾墨書寫阿拉伯字的「嘟啊」在凱凡布上

的習俗。37有的亡人家屬會要求不使用寺裡的凱凡布，而用亡人在身前去麥加聖

地朝覲天房帶回來沾有聖水的凱凡布，做為裹亡人的布，認為這有沾吉的意義，

有部份學者在伊斯蘭教法論定此沾吉行為是違背信仰的。一位從緬甸來台在龍

岡清真寺擔任過阿訇的老人家他說： 

在緬甸還有雲南的老家把亡人抬到寺裡埋體房，在洗亡人的時

候，埋體房外面的教親就一面唸「塔哈」38了。 

六、轉費達 

轉「費達」的儀式也是部份大陸回族 為重要的殯葬行為。轉「費達」就

是穆斯林為亡人舉行「贖罪」的儀式。轉「費達」是在站者拿則之前舉行，是

由阿訇帶着亡人家屬和坊間較貧窮的男姓穆斯林參加，阿拉伯語又稱「伊斯尕

推」（ اإلسقاط - al-isqāt，贖罪）。轉「費達」是把《古蘭經》用布包裹起來傳

遞在參與者之間，又稱為「轉經」，亡人家屬是不給參與者施濟金錢的；另外

是轉的同時是發金錢給窮困的穆斯林所以稱「轉錢」，不論採用那種方式，其

目的都是為了抵銷亡人在世時所犯的罪過。39。轉的方式先由亡人家屬親友圍成

一圈，意味著憑《古蘭經》轉伊斯尕推（贖罪），屆時「范格勒」（فقير - faqīr，

貧窮者）站成一個圓圈或環坐墳前，主人親人或子孫，以布包着的《古蘭經》，

在一位阿訇的引導下，由右向左經「范格勒」逐人傳遞，亡人家屬（遞經人）

                                                 
36 台北清真寺行政女教親口述報導。 
37  「凱凡布」上寫阿拉伯經文，內容是奉仁主之名與求主恕饒。 

    بسم ا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 أستغفراهللا      
38  「塔哈」是古蘭經第二十章章名 طه  سورة    
39  伊敏，〈伊斯蘭教殯儀的探討（三）〉，《阿拉伯世界》，1994 年第 1 期，總第 48 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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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唸說：「亡人平時在唸、禮、齋、課、朝五件天命及其它一些必須完成的義

務，如付債、赴約、敬老友愛、和睦鄰里等方面做得不夠，現已無力償還或實

踐，我替亡人代清贖罪，你領受吧！」，接經的人默唸說：「我承領了！」然

後將經還給遞經人，這位親人接受贖罪後把經又傳給另一個「范格勒」，如此

轉回傳遞，直到轉完應有的次數和人次「費達」就全部結束了。40並不是所有中

國大陸的穆斯林在殯禮時都舉行「轉經」或「轉錢」儀式，這要依據宗派不同

而有不同的主張與做法。在台灣的穆斯林過去在某清真寺有出現轉「費達儀

式」，現在已完全不存在了。 

七、站者拿則 

轉費達後開始舉行站「者拿則」儀式，將亡人的「塔布」又稱「經匣」由

穆斯林親友抬運至禮拜大殿內或是在寺外空場上舉行，參加者拿則的人必須是

穆斯林。劉智（1662-1730）《天方典禮》論及殯禮：「殯禮者，眾人代屍拜主，

以謝其脫塵歸淨也。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眾人分班次于首領之後，

不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儀全其四贊而已。」41「經匣」以頭北足南

的方向，安放在地面上，不是穆斯林不得參加洗亡人與站者拿則儀式，儀式是

由阿訇或孝子其中一人領拜，站在「經匣」後方面向麥加天房的方向，根據《聖

訓》的規定如果是男性，領拜者要站在對準亡人身體胸部的位置，如果是女性，

阿訇就站在頭部的位置，率教眾面向麥加天房行四贊的抬手，在進行殯禮時男

女穆斯林不混合一起，而是男眾站在女眾前面，教規上說 好的是要站三排以

上。在進入第一抬手之前領拜者會宣達亡人的中文姓名與阿文的「經名」42與解

                                                 
40  伊敏，〈伊斯蘭教殯儀的探討（三）〉，頁 32。 
41  劉智原著，納文波譯注，《天方典禮譯注》，（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頁 534。 
42  經名就是穆斯林的名子。穆斯林小嬰兒出生後一個月內家長會抱他（她）來到清真寺給阿訇

取經名。「取經名」程序是阿訇在嬰兒又邊站立面西高唸「叫拜詞」（邦克，係波斯語），

之後輕吹入嬰兒右耳；阿訇再站到他（她）左邊唸「依高瑪」係阿拉伯語（اإلقامة，al-iqamah，

成班詞），之後吹入他（她）左耳內，表示嬰兒聽到安拉尊名早認教成為穆斯林，阿訇會為

他（她）取個阿拉伯語的宗教名子，之後接「嘟啊」為他（她）祈福。以前老一輩的阿訇會

在一張紅紙上寫上阿文的經名，取經名的時間，阿訇的姓名與禱文給家長帶回以便不會忘記

經名。現在近十年穆斯林家長為嬰兒取經名的意識淡薄，所以許多穆斯林並沒有經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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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殯禮的禮法，禮之前教眾每個人心中舉意默念：「我舉意，為安拉真主站『者

拿則』回賜給這位亡人。」所有儀式都以阿拉伯語進行，站者拿則的儀式很快，

只有站立進行四贊的抬手，之後「出色蘭」（互道平安）禮畢，參與者男士教

親爭先抬「經匣」送往靈車上或是以快步徒走的方式，往回教公墓（麻扎）安

葬，抬者會默唸，求主恕饒（غفرانك，ghufranak，求祢的寬恕）。以筆者的田

野觀查，在大陸的清真寺非穆斯林是不能進寺的，所以看不到非穆斯林的亡人

親友參加觀禮站者拿則的儀式，但在台灣非穆斯林是可以進清真寺觀禮的，偶

見亡人家屬自行在寺裡設帳桌收奠儀、發手巾、接受輓聯與花圈，設非穆斯林

觀禮區，都是亡人家屬的後人依漢俗習慣的做法。 

八、下亡人 

台灣穆斯林還遵行穆斯林女性「埋體」（亡人）下坑之前，要先以布單遮

蔽其墓穴上方；若亡人是男性，則不需遮蔽就下葬。坑內禁止擺放任何東西，

但是過去在台北墳墓在下亡人之前還灑樟腦丸，有的灑麥加聖地帶來的聖水在

坑內的習慣，之後由孝子一人先入坑內，在坑內接應上方送下來的亡人，以頭

北足南臉面擺向西方安置，身體躺平在土面上，並說：「奉安拉之尊名及依照

祂的使者的方式下葬。」下土後有的阿訇會唸《古蘭經》，之後引領送葬者接

「嘟啊」。另外根據《聖訓》的規定是穆斯林婦女不送亡人到墳地，不參與下

亡人的過程，日後亦不上墳悼念。對於這些規定在台灣下亡人不一定是由孝子

接應亡人入土安葬的，因為孝子不懂下亡人的規矩，或是忌諱一些迷信而不願

意做，現在大多是由熟悉宗教的人下坑協助。安葬後為亡人開經「唸古蘭」，

在台北近十年因阿訇之間有不同見解而有不同主張，尤其是安葬後不唸經只做

「嘟啊」，引起內部一些爭議。。參加送亡人是阿訇與熱心教親還有亡人家屬

以及非穆斯林亡人親友都可送亡人到墳地，至於伊斯蘭教規上限制女眾穆斯林

不到墓園，在台灣就放寬許多，但虔誠的穆斯林婦女還是謹守其規定是不走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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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搭救亡人 

穆斯林認為亡人入土後人就不再轉世，而且亡人的靈魂馬上就到了「巴勒

札賀」（ barzakha，幽冥的陰間）面臨墳中的審算，亡人是喜悅還是痛，  برزخ

苦的下場立即揭曉，這樣的認知是穆斯林喪葬文化中較為獨特之處，據此，

而衍生的後代子孫為亡人做「舍法阿特」（الشفاعة ，ashshafāa’，搭救說情）

43的習俗。 

穆斯林對待病危者以及下坑的亡人極為重視，因為這兩段時刻是重要的

「關卡」，穆斯林認知在亡故之前還有機會信安拉獨一及悔過做「討白」（توبة 

- tawbah，懺悔），親友在旁唸《古蘭經》的〈雅辛〉章，以及在彌留時提念「清

真言」以安定亡人的信仰與情緒上的不安；另外在亡人入土後要為亡人做「嘟

啊」，奧斯曼的傳述：穆聖埋葬亡人後站起來說：「你們為你們的教胞求恕饒，

你們為他祈求堅定的立場。因為他正在受到詢問。」44以上在臨終與下葬的兩個

時刻是生命 為關鍵的時刻，成為穆斯林彼此間共同互助的心理依歸。但亡人

去世因血緣親族的依戀關係在情感上不易忘懷，所以給亡人應有的關切，借漢

俗文化中招魂、立神牌、燒錢紙、祭貢品、做法會辦頭七到七七、選墓地、看

風水等形成具體協助亡靈避免成為孤魂野鬼，讓親人的亡靈受罪，反影響活人

的生活，基於此一觀念，漢俗用一套靈魂觀、風水觀、後世觀視為對亡靈的孝

道觀，緊緊的將活者與死者的關係綁在一起。這種棄回用漢的觀念與作法對生

活在漢人社會的穆斯林影響很大，比起常見傳統穆斯林的是亡人家屬循大陸回

民傳統習俗在三天、頭七天、四十天、百日、周年、冥誕的日子，請清真寺阿

訇位亡人開經「過乜帖」進行搭救亡人活動的習俗，要來的漢化。 

                                                 
43  搭救亡人的阿拉伯語就是「舍法阿特」，它有求情、說項的意思。穆斯林對搭救亡人的做法

因宗派或阿訇之間的見解不同而有差異的做法。格底目認為亡人家屬可請阿訇開經代唸向安

拉祈禱；蘇非派認為要在「臥力」（ولي，wali，教主）的拱北（墓）前請他帶轉向安拉求情；

現代遵經革俗者認為這都是異端，要多做禮拜多唸經，自己向安拉祈求。 
44  散伊德．薩比格，《伊斯蘭教法》（上冊），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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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台灣的阿訇對這項習俗做了討論，但至今都沒有一致的標準，各

行其道，目前在台灣各清真寺還是會提供「過乜帖」的服務，台北清真寺就不

主張「過乜帖」的活動，他們會認為伊斯蘭的「經典」中沒有依據，但其它清

真寺阿訇還是接受教親過乜帖的需求。現在亡人家屬也不請阿訇都自行到墳上

「過乜帖」，但是發現許多都已偏離穆斯林的傳統做法，反是學習漢俗形式，

造成漢俗滲透回墳的現象。 

台北地區目前的做法，為了因應教親為亡人過乜帖的需求，清真寺在每次

主麻拜（週五聚禮）後會向在禮拜大殿的教親宣佈亡人家屬為亡人「過乜帖」

的名單，但不再唸《古蘭經》，直接就接「嘟啊」，在中南部的清真寺就不同

台北。亡人家屬給阿訇的「黑底耶」（禮金），有的歸阿訇所有，有的就給清

真寺當做「索得克」（ صدقة，swadqah，施捨）沒有一定的規定。 

2011 年 1 月 2 日在台北清真寺中午禮拜之後，台灣的泰緬教親為亡人「過

乜帖」的活動，當時來了百多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他們是亡人的同鄉好友，

參加 p 先生的歸真開經用餐活動，這是雲南穆斯林家鄉的習慣。有位筆者所熟

悉的女教親說： 

在這種大家來往互動很少的社會裡，藉此聚會是合理的，在我們

家鄉的密支那（myitkyina）比這裡還要重視（為亡人開經），我們叫

做「數豆子」45。大家願意為亡人數豆子，全都數完以後，約親友在家

裡或寺裡請上阿訇來唸「亥聽」，並做「嘟啊」（祈禱），然後再聚

                                                 
45  「數豆子」是雲南泰緬穆斯林為亡人歸真後街坊穆斯林親友到亡人家中幫助用數豆子（紅豆）

的方式來讚唸 zikar（lailaha inlanllah）其意思：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總共要數 12 萬粒，

其數之多，因此，家中開放穆斯林親有自由上門，進來時先向屋內的人道色蘭（道平安），

然後入座於桌前加入數豆行列，開始用右手取放置在桌上袋中的豆子，每取一粒就唸一句

zikar，便把豆子放在前面的盤子內。每一帶豆子為數 5000 粒，數完一袋再接一帶，這樣要

數共 24 袋，因此，街坊穆斯林都熱心接力的加入數豆行列，一方面自己有唸 zikar 獲真主的

回賜，另一方面也回賜給亡人。數豆子有其社會宗教意義，就是助喪，它增強族群互助與慰

藉喪家的功能，有助建構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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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並發給在場的每一人一包食物（油香46、水果、飲料）善功歸亡人。

家有亡人在我們的那邊來站「者拿則」的人很多，送埋體的人也很多，

很熱鬧的，親友穆斯林會分三十本《古蘭經》幫忙唸，很快把全本古

蘭經唸完，為亡人求回賜求恕饒，亡人家屬感到亡人帶有大家的回賜，

同時也感受到大家的誠意，大家互動的很和諧。47 

筆者於 2011 年 2 月在台北清真寺禮拜大殿晚上做完「昏禮」之後與 13 位

外籍穆斯林進行宗教訪問，筆者問穆斯林亡人歸真在你們的家鄉是否有為亡人

「過乜帖」嗎？中間有人問說，你問這做什麼？我說，純粹是為了研究報告。

筆者發現在場的非洲迦納、甘比亞、蘇丹、摩洛哥、埃及、阿拉伯的伊拉克、

約旦另外還有阿富汗、土耳其以及台灣等十個地區再加上過去筆者曾訪問的伊

朗、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加起來共有十五個地區他們都承認在家

鄉亡人歸真頭一天到第三天、第七天以及第四十天依傳統邀集至親鄰居好友穆

斯林來家裡開經設席活動，這幾乎是穆斯林社交活動的一部份。像在蘇丹等阿

拉伯國家稱亡人歸真三天之內叫「塔吉耶」（تعزية ，taaziyah，弔喪期）這三

天是至親鄰居要協助喪家的飲食，減輕其負擔的助喪期。在伊朗為亡人下葬第

四十天會是盛重的，他們稱為「阿勒巴因」（為亡人做四十天開經活動），他

們會在家門前掛上黑布，告知家有喪事，鄰人可進屋向亡人家屬致喪，這類似

漢人社會家裡有喪事在門前貼上「嚴制」或「慈制」是一樣的道理。 

第三節 大陸回族宗派與台灣穆斯林對殯葬行為的主張 

中國大陸近三百年來回族內部的宗派化現象始終是一種事實的存在，從大

                                                 
46  「油香」是用油炸的油麵餅，是大陸回族與台灣穆斯林傳統食品，常用於為亡人開經時贈送

賓客當做為亡人施捨。 
47  2011 年 1 月 2 日，F 女教親家住中和，於台北清真寺訪問。 



82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陸地區的回族穆斯林與民國三十八年遷台的大陸省區來的回民穆斯林來觀察，

筆者認為，宗派現象仍舊如影隨形存在兩地穆斯林族群之間，只是大陸明顯而

未絕，如今台灣確存在漢化與分化兩種潛在發展的危機，對族群的發展值得觀

察與研究。 

伊斯蘭傳入中土一直保持傳統教義，對穆罕默德先知（安拉賜福他安寧）保

持高度禮讚的地位，因為穆斯林期盼能在後世獲得來自他的「說情」，這類的想

法多年來已普遍的形成在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裡。而這種意識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因

蘇非思想傳入中土更是推入高點，而新觀念形成新宗派的出現稱為「門宦」48，信

眾自認為「新教」，把傳統穆斯林就定為「格底目」（قديم，qadimu，老教）。49 

「格底目」主張為亡人進行搭救儀式在教規上是具有其正當性的。對於搭

救亡人，大多數回族穆斯林都相信穆罕默德使者享有搭救全體穆斯林亡人的權

利，不搭救輕視聖賢的卡菲爾「不信教者」和穆納菲格「偽信者」。50這是根據：

《古蘭經》的記載：「我派遣聖人，只為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從他，他們自

欺的時候，假若他們來找你，而且向真主求饒，聖人也替他們求饒，那麼，他

們必發現真主是至赦至慈的」51 

                                                 
48  「門宦」是中國在地化的中亞與阿拉伯蘇非派思想，出自明末清初，發展到目前約四十多不

同門宦創始人大多極中在大陸西北地區，其中以虎非耶、哲赫利耶、嘎的利耶、庫布利耶併

列四大門宦。創始人被尊為教主或道主，因其身份權力多世襲，後逐成宗教領袖世家。除保

留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外還主張「教乘」（阿拉伯語稱為舍勒爾提）穆斯林五功之外；還進

行「道乘」（阿拉伯語稱為托勒蓋提）是透過清廉保養與讚念等功修，棄絕塵世；真乘（阿

拉伯語稱為哈格蓋提）是心性的修持（如坐靜）達到天道合一的狀態，此三乘之間的關係：

常道如人之身，中道如人之心，至道如人之命。 
門宦重祈禱儀式和節日（教主或教主家族員的忌日舉行盛大讚聖與誦經活動）。門宦教主全

力大指派所屬教坊清真寺阿訇行教乘功課，教主歸真葬地築建大房稱「拱北」，供教下於忌

日誦經。請參考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1，

頁 48-60。 
49  「格底目」是阿拉伯語其意為老舊，故稱為「老教」是伊斯蘭教在中國 為傳統的形式傳承

至今。它是遵循穆罕默德先知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當中的阿布哈奈非學派，又稱為「遵古

派」，教規上的主張從十八世紀起被新興宗教觀念以不同方式細分出去後有蘇非派的門宦又

稱為「新派」；之後又出現遵經革俗的「伊赫瓦尼」又稱為「新新派」，該派自己又分化出

更為復古思想的「賽萊非耶」又稱為「三抬」。伊斯蘭在中國宗派化呈現一體多樣特殊現象，

曾也經歷過激烈的內部衝突走到當代自我調合成多元共生在一個信仰多元面貌裡。 
50  《甘肅省臨夏市明德清真寺》聾阿訇第二卷，頁 169。 
51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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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非宗派」主張搭救亡人可通過教主或「教主的拱北」，因為教下相信

教主是受真主與穆罕默德先知所喜的人，接近教主能獲「巴拉卡提」（برآات吉

慶）又稱為「沾吉」，當教主歸真去世，信徒會立「教主的拱北」52（墳墓）  

） قبة األولياء ，qubatal-Auliya’，教主的墳墓），並在生忌的日子辦「爾麥里」（عمل，

‘amal，讚聖誦經），他們認為教主歸真後「克拉麥提」（آرمات，Karamat，特

異能力）仍舊存在，向他們祈禱引進「說情」，依賴心理讓教下對已歸真的教

主繼續產生互動關係。 

「格底目」與「蘇非宗派」都主張可以「轉香」。轉香經常用於「請水」

前、站「者拿則」前、走墳時 適合「轉香」，有一部份的學者支持是因為「轉

香」是薰香氣味，沒有祭拜神明的意義；另一面是說香味易受天使所喜而遷近，

為亡人求饒恕。穆斯林都認為，他們「燃香」不是學佛教、道教的習慣，而是

在伊斯蘭的宗教裡，穆聖是喜好「燃香」的，但燃香不是用來對著墳墓祭拜，

而純只是芬香，使「馬拉依克」（  مالئكة，malaikah，天使）接近人們，以上論

述可以從《夏依夫丁解析》53書裡獲得《聖訓》上的引證，但有些穆斯林學者認

為「燃香」有效法漢俗之疑慮，所以被伊斯蘭教法所禁。 

馬萬福為「伊赫瓦尼」宗派54的開創者，他提出了十條革新意見，將伊赫瓦

                                                                                                                                            
古蘭經第四章第六十四節 
原文：  ااستغفرو اهللا و استغفر لهم الرسول لوجدوم جاءوك  لو أنهم إذ ظلموا أنفسهوما أرسلنا من رسول إال ليطاع بإذن اهللا و

    رحيما        ااهللا تواب
52  「教主的拱北」是指具有克拉麥提（奇跡）受安拉真主所喜的教中掌教者，在他們去世後教

下為他做的拱北（墳墓）。 
  ，م2000， مين دى مسجد بمدينة لين شياء في الصين ：الطبا عة و النشر，  شرح سيف الدين：المئلف سيف الدين   53

262、253、248、 232：ص  
27、43：ص， م1978اسنانبولى  ：دار العلوم قادرية سبحانية ， المدارج السنية في الرد على الوهابية ：لقادرامر ا  

54  「伊赫瓦尼」在中國本意是根據《古蘭經》的明文「惟有眾穆民是兄弟」之義，舍起靈約在

十六世紀末倡導「遵經革俗」提出十八條，為遵經派的先驅。之後約二百五十年左右東鄉馬

萬福哈志人稱菓園哈志提出遵經革俗十條，人稱菓園十條，之後晚近中國伊斯蘭教中傑的學

者王文清（王靜齋）於民國二十一年接續倡導。 
菓園十條，即：（一）不聚眾共同唸《古蘭經》，主張一人唸，大家恭聽。（二）不高聲讚

聖。（三）不多做「都哇」。（四）不朝拜拱北。（五）不聚眾念「討白」，懺悔是個人的

事。（六）不紀念亡人的日子。（七）不用《古蘭經》轉「費提耶」。（八）遵守天命課，

不強調副功。（九）對教條、教款採簡易易行原則。（十）爾買里安要自己做，請別人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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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實踐原則完全集中呈現在「果園十條」55，他主張可以「搭救亡人」但是反

對「格底目」與「門宦」的做法。唸《古蘭經》時須一人唸大家聽，不多做「嘟

啊」，不朝拱北，不請阿訇唸討白（懺悔），不紀念亡人的忌日，不用《古蘭

經》給亡人轉費達耶（贖罪），但主張用錢轉「費達耶」，不請人代唸《古蘭

經》，不收乜帖。同時，阿訇為教民唸經時教民不可因唸經而備飯招待，否則

就不予念經，並不主張接受教民奉送的「黑底耶」埋葬亡人時由阿訇念經，其

餘人聽之，禁止眾人隨念，認為不按照阿拉伯語標準語言誦讀《古蘭經》是不

能為教民唸經或領拜，不能專門點燃香燭，上墳也不點香，禁止為亡人戴孝或

過分地哭泣。  

馬得寶於 1936 年，原屬「伊赫瓦尼」的，朝覲時自沙烏地攜回新學派的經

典，創「賽萊菲」56（لفية assalafiyah，前三代），據此批判「伊赫瓦尼」 ，الس

的宗教改革失敗。「賽萊非耶」針對「伊赫瓦尼」對「認主獨一」的實踐不夠

徹底、「瓦哈比耶」氣息不夠純正而做出修正，它與「伊赫瓦尼」的源頭相同，

對於崇拜「拱北」聖墓、送葬時披麻戴孝、為亡人忌日「過乜帖」、阿訇收取

「黑底耶」報酬等，這些屬於「老教」的喪葬習俗，二者皆本著「瓦哈比耶」

的原則，視之為背離主道的「鄙達」（ البدعة ， al-bid ‘a，異端）行為而予以

大力掃除。在搭救亡人儀式上不主張給亡人轉「伊斯嘎退」（轉經）和「費達

                                                                                                                                            
不行。參見編者高文遠，菓園哈智（遵經革俗的倡導者）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民

國 78 年，頁 56-58。 
55  高文遠編，《菓園哈智─遵經革俗的倡導者》，頁 56。 
56  1936 年，馬得寶、馬正清參加了原清海省政府馬麟為首的由 123 名阿訇組成的朝覲團，前

往麥加。這次馬得寶、馬正清的麥加之行，就成為後來「賽萊非耶」在中國行成的思想淵源。

馬得寶、馬正清在麥加期間，受到「瓦哈比派」的思想影響，並在麥加舉行朝拜天房之禮期

間，跟着「瓦哈比派」的領拜伊麻目在禮拜中抬三次手，知道了禮拜中三抬手是遵行前三輩

的幹辦而來。1949 年 12 月 30 日馬得寶等看到公開宣傳「賽萊菲耶」主張的條件日趨成熟，

逐邀情臨夏八坊地區各「伊赫瓦尼」清真寺教長，共同商定於 1950 年 4 月中旬的「主麻日」

分別在各自寺中宣講《聖訓》經中的主要教義和禮儀，宣傳「瓦哈比耶」學說。可是逼迫於

各方面壓力，只有少數清真寺的阿訇宣講了「瓦哈比耶」的教義，而大多數「伊赫瓦尼」阿

訇認為馬萬福生前已制訂的教義是正確的，不能隨意更改，並指責馬得寶、馬正清等背叛「伊

赫瓦尼」，宣傳「異端」，雙方的矛盾日益公開化。這樣，馬得寶從「伊赫瓦尼」中正式脫

離出來，獨豎一幟，創建了「賽萊菲耶派」。參見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蘭

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1），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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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贖金），認為這些在《古蘭經》和《聖訓》中的記載，而且僅僅是一種

形式，並不是贖免亡人的「罪過」。要在後世贖免「罪過」，只能在前世按照

「經」、「訓」的要求修持善功，才可在後世永得「脫離」。57 

「賽萊非耶」認為所有「離經化俗」的行為，尤其漢俗滲透在中國回族中

的殯葬活動裡都必須禁止請阿訇唸經，認為「頭期」（七天）、「四十天」、

「百日」等，禁止為亡人「轉香」、「轉費達」、唸經辦紀念性活動像是「聖

紀」、「阿術拉節」、「法蒂瑪紀念日」等，禁止炸油香、吃「下土經」的招

待飯，2010 年 12 月 27 日筆者參訪廣州光塔寺，寺內就專設一間供開經家屬設

宴的食堂，這也包括亡人下土後送亡人的教親回來寺裡做「下土經」的宴客等

等，「賽萊非耶」認為這些都在伊斯蘭經典所沒有的，完全是受當地漢俗傳統

文化所影響而形成的習慣。「賽萊非耶」主張走墳的目的是向安拉「懺悔」，

而不是去「搭救」亡人，走墳只能唸「嘟啊」而且不能向墳墓，要朝向西面，

他們認為這些在《古蘭經》和《聖訓》中都有規定，因而都不贊成格底目與蘇

非的做法。58 

中國的各個派別對《古蘭經》、《聖訓》、「四大法學派」在認識和遵奉

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有各自的思想體系和宗教理論，有的只是一些「幹辦」

（修行）與儀式上的不同，這與國外的教派有着明顯的不同。國外伊斯蘭教派

之間在政治與教義上的重大分歧在中國伊斯蘭教各派別中是不存在的。59 

台灣傳統穆斯林據有大陸「格底目」特色，知名穆斯林宗教學者奚可默‧

馬明道教授的〈提念亡人〉的文章，引證劉介廉的《天方典禮擇要解》一書指

出，過去在中國穆斯林傳統上「過乜帖」，忌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

                                                 
57  上揭書，頁 134。 
مطابع الجامعة اإلسالمية بالمدينة ， و أثرها السيئ في األمةالبدعة ضوابطها  ：  الدآتور علي بن محمد ناصر الفقهي 58

30- 17：ص， 1414 ， 2 الطبعة ，المنورة    
301- 259：ص： م1992 الرياض –مكتبة المعارف ，أحكام الجنائز و بدعها ：محمد ناصر الدين األلباني   
50- 134：ص， م2004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ال–مكتبة الحلبي ， المهندس حاتم عمر طه الدآتور محمد أنور بكري بقيع الغرقد   
59  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1），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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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週年、三年及生歿之日舉行簡單隆中之儀式，用以提念亡人，此項儀式

均係經先賢學人依據經典所制定，相傳千有餘年，未聞有稍加改動之處。馬明

道教授他以劉介廉的《天方典禮擇要解》為藍本，分析穆斯林搭救亡人的行為：  

許可事項有：禮拜、恭讀古蘭即安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回賜

於亡人、讚念至聖念（麥烏麗德 mevlit）其能使亡人獲得聖人的「舍法

阿特」（搭救）、散財濟貧即七日施濟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眾

心，歸功德於父母、遊墳即追念亡人警惕自己，屆祈其孝子遊墳，誦

經默祝，以慰親靈。 

嚴禁事項有：設置靈位，避免形成以物拜主，祖先崇拜設置供品，

先人「魯赫」60為精神體，不食不飲，焚箔燒紙錢，避免因此假想出許

多迷信，上香避免形成祖先崇拜，拜拜凡屬崇拜真主的姿勢，躬、叩、

跪以及敬人的姿勢均嚴禁。61 

穆斯林知名學者馬天英對紀念亡人（搭救）一事的看法，他的看法： 

教人應當紀念祖先與掃墳，但是絕對不能下拜，紀念祖先可以請

親友述說先人的過去，讀誦古蘭經，（最好能知道他們的真意義）向

真宰祈求恕饒先人的過去，得入天堂享受永久快樂，在墳旁可以跪下

默求真宰或讀經，但是不能向墳墓叩頭。62 

另一位報導人回憶說： 

為家裡父母親「過乜帖」是每個做子女應該做的，是孝敬父母的

表現，我們回教又不能向他們倆設置牌位拜拜，依照回教的慎終追遠

的方法就是請阿訇到墳上位他們倆唸經。我記得，我們早上十點多約

                                                 
60  筆者按：「魯赫」是阿拉伯語（روح，ruh），其意指靈魂。 
61  馬明道，〈提念亡人〉《中國回教》季刊（178 期），（台北：中國回教協會發行），民國

71 年 2 月 1 日，頁。 
62  馬天英，《回教概論》，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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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阿訇，開車到寺裡接他，他頭帶回教白帽，我們很禮貌的尊敬他，

讓他座上車，車行到了六張犁回教公墓以後，走到了父母墳前，阿訇

說了說，回教人死了就回到安拉真主那裡去了，這時我們要多多的給

他們倆唸經做善事，之後阿訇開始唸經，我們就浸入那帶有雲南鄉音

的阿拉伯語古蘭經的音調中，我們完全聽不懂但是內心很平靜很踏

實，好像是做了一件父母親最喜歡的一件大事一樣，之後阿訇叫我們

打開雙手叫我們接「嘟啊」說：「啊敏乃」63之後將雙手朝臉上一抹。

我們說「賽哇布」64阿訇，之後遞給阿訇「黑底耶」65，一場「過乜帖」

讓我們記憶與傳承父母親的宗教與親情，一直聯結着我們對回教的關

係。66 

從以上的史料以及過去台北清真寺的定中明教長、王春山阿訇對大陸穆斯

林殯葬儀式做了改革工作，刪除了「轉香」、「轉經」、「跪經」的形式上做

法，他們都強調為亡人「過乜帖」67、開經、炸油香作為施捨物，以形成在漢民

文化中穆斯林早以是在大陸回族穆斯林甚至於整個少數穆斯林民族，以及在台

灣的穆斯林族群所流傳的作法，雖有不同教義見解與差異，筆者認為，穆斯林

學者對「過乜帖」持不同立場，但是不可否認的「過乜帖」從宗教意識與族群

認同的角度而言，殯葬與搭救亡人行為的功能所扮演的是強化族群相互關懷的

表現，是建構與維持穆斯林人際之間互動與記憶，在穆斯林族群內部產生一定

的正面與積極互動關係。穆斯林學者對此類行為做出不同教法上的判定，但是

                                                 
63  「阿敏乃」是阿拉伯語 ）آمين  ，amin，求安拉應允），有祈求安拉真主應允所祈禱之意思。 
64  「賽哇布」是阿拉伯語 ）ثواب  ，thawab，回賜），有安拉回賜恩典給你的意思。 
65  「黑底耶」是阿拉伯語 ）هدية  ，hatiyah，禮金），禮金之意。 
66  2010 年 10 月 28 日，報導人 W 小姐教親，於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 
67  送亡安葬與為亡人「過乜帖」下葬前先灑一些樟腦丸在坑內，之後亡人在下葬。此時由阿訇

開經（唸《古蘭經》第 2 章第 255 節，又稱「阿耶庫爾西（آية الكرسي - ayat al-kursi，〈寶座

章〉）」、第 2 章第 284 節至 286 節、第 93 章到第 114 章為止等短的章節，又稱唸「亥聽」

王阿訇他也會交給在場之教親輪流唸經,直到，（al-Khātim – الخاتم） 後一章 114 章〈納斯

章〉（سورة الناس - sūratu-n-nās）止，再由王阿訇唸第 1 章〈法提哈〉（سورة الفاتحة - sūratu-l-fātih）

與第 2 章從第 1 節至第 5 節，之後由他帶領教眾接嘟啊，祈禱文是用阿拉伯語唸。安葬後亡

人家屬會包給洗亡人抬亡人以及寺方乜帖的習慣。為亡人過乜帖過去受大陸回教影響來台的

阿訇與亡人家屬都相當重視給亡人「過乜帖」。大致上阿訇認為這種傳統會增進穆斯林聯繫

與強化宗教認同，或是藉機傳遞宗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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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過乜帖」活動是 好「改革」漢俗思想的機會，以及接近穆斯林後代做

宣導的時刻，阿訇可藉此灌輸他們正確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機會。 

台灣是大陸穆斯林族群的延續，卻沒有出現像是「三大教派四大門宦」的

複雜的宗派現象。雖說初期從大陸遷台的回民穆斯林仍然帶着家鄉教坊的傳統

「格底目」（老教）思想與儀式上的影子，而其中略有極少數「伊赫瓦尼」（新

教）的穆斯林，但是蘇非教團與門宦老人家的道堂，或是對老人家墳墓建亭設

「拱北」做「爾麥里」紀念活動亦未在台灣出現。伊斯蘭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

整體而言，教派問題尚無明顯的區隔劃分，甚至於發生教爭的事件，在台灣只

是在穆斯林的族群裡，彼此之間有不同聲音或是殯葬儀式的多元做法。 

新一代的台灣阿訇從民國八十六年前後接替老一輩清真寺阿訇的職務，他

們都是在伊斯蘭國家求學，對宗教教義與教規的解釋與各學者之主張掌握清

楚，對於不同的教規主張保持理性態度，並以團結內部族群為重，據筆者的觀

察，幾乎在各清真寺的阿訇對於殯葬儀式與為亡人開經「過乜帖」都依循傳統

過去阿訇的做法，不太強調自己的主張，但基本上是不主張「轉香」、「轉經」、

「轉錢」的方式為亡人贖罪，也不主張在亡人的「凱凡布」上寫經文，但是對

於《聖訓》上所要求的，像是穆斯林婦女不走墳就沒有堅持，或是《聖訓》上

所鼓勵的，像是穆斯林為亡人家屬吊喪、助喪、墳地勸化、穆斯林去世前與埋

葬後「提念」、宣傳穆斯林殯葬優點等教義宣傳就少有重視。 

在長期與漢民文化相處之下，遷台穆斯林本身宗教信仰的弱化，以及家族

後代對清真寺的遠離，自由選擇信仰其它宗教，大致都已呈現同化的狀態，台

灣穆斯林殯葬呈現許多回漢面貌，出現信仰上的危機。為了因應信仰危機的惡

化，採用激進的「遵經革俗」的改革作風，產生一體兩面的結果，一是放棄下

一代對穆斯林亡人行漢俗祭拜亡人加速他們推向同化，另就是造成傳統與現代

作法上的分歧，其實還是用因勢利導的方式加強對穆斯林的死亡教育、殯葬儀

式與功能上採取積極態度與作為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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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頭為記號的麥地那聖地墓園。 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新墓式以節約 
面積為原則。

埃及開羅的拱北造型。 伊朗巴姆大地震罹難者的墓型。 

印尼棉蘭地區的穆斯林墓型。 利比亞西南部綠洲穆斯林村落的墓園。

一般埃及穆斯林的墓型。 在十七世紀前麥地那聖寺邊的墓園 
所呈現的拱北外型的方式，收入 
《巴吉阿‧艾勒格德墓園》。

穆斯林墓園的多樣風貌（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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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穆斯林回歸遵經革俗接受無碑式
的墳型。

孤墳無主，經公告整理做為輪埋穴位使用。

六張犁回教公墓實施輪埋墓穴，先以孤墳
墓穴開挖遷骨，之後安放在小土坑內，舊

墓地再做新輪埋墓穴使用。

穆斯林墓穴不夠用時可效法麥地那聖地墓園輪埋
墓穴的方式來解決墓地飽和問題。 

墳地勸化是未來清真寺的重點工作。 新一代的穆斯林後輩需要阿訇透過走墳 
教育來灌輸伊斯蘭的意識與認同。 

台北遵經革俗的殯葬觀察（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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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穆斯林歸真後送到清真寺， 
儘早完成洗、穿、站、埋等殯葬程序。

穆斯林深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帶走的是 
自己生前對安拉的信仰與善功。

穆斯林葬不用棺，洗亡人後包上白布 
安置在木製盒內（經匣）。

台灣穆斯林的殯禮是在清真寺內舉行由領拜者
面向麥加率男前女後的教眾向安拉行四次抬

手，求安拉寬恕亡人。

經過清真寺的殯禮以後立即送亡人到墓園， 
抬經匣須穆斯林，以頭前腳後的方向前行。 亡人安葬入墓穴時旁人要唸奉安拉之尊名與祂

的使者之規範安葬。

穆斯林相信亡人入土安葬後要天使問到 
三個問題：你的養育的主宰是誰？ 
你的宗教為何？你追隨那位先知？

穆斯林亡人安葬後穆斯林捧雙手 
為他做祈禱求寬恕。

當代台灣穆斯林殯葬儀式流程 （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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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地那聖地與吉達墓園模式（筆者提供）

七世紀穆斯林已採行「一墓多葬」 
的方式。

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聖寺邊最傳統的穆斯林
公墓。

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現代化輪埋墓穴的 
墳場。

吉達市整齊化一的輪埋墓穴。

吉達墓園的管理人員用死亡登記冊來管理沒
有墓碑的墳穴位置。

麥地那墳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為穆聖時期的聖門弟子的墳求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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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代台灣穆斯林殯葬的變遷與影響 

筆者透過以下幾個殯葬特殊個案，來檢測當代台灣穆斯林在漢文化為主流

的意識影響下所呈現的適應問題。 

第一種就是穆斯林殯葬行為的漢化現象；第二種就是穆斯林內部因殯葬在

教法上與改革上所持的立場不同，而出現分化現象，這種兩極化發展的行為模

式，稱為 M型的發展模式，又是什因素所造成的，以下就是本章的主要論述。 

第一節 身份衝突與殯葬變體案例 

一、白崇禧將軍的殯葬 

在台灣穆斯林殯葬的記載裡，我相信以白將軍崇禧的殯葬過程 具表答回

漢兼顧的殯葬做法。以白將軍回教家庭的教育他的回教意識與認同應屬明顯

的，但他的殯葬儀式確發生了回漢合一的問題，這中間也透露出「回漢雙重身

份」認同的概念與矛盾的普遍性。 

大陸與台灣的穆斯林都有這種族群認同的矛盾，就是，「身」為漢人，但

「心」為回人，「生」為回漢工作，「死」只歸「回魂」，這應該是生活在漢

人社會所有回回穆斯林的身份矛盾。但亡人無心後人有意，後人因宗教信仰的

淡薄，在受社會壓力下一場原是穆斯林的殯葬儀式又增加了一層漢俗的殯葬禮

俗在內，從穆斯林角度看這是漢化的結果，若從亡人家屬角度看這是兩全其美

的兼顧做法，是一種回漢身份的共同體現與適應，從另一種角度看這是穆斯林

在台灣漢人社會長期發展下避免不掉的問題，應如何看待值得探討。 

「身份衝突」就是族群認同產生了衝突，筆者認為，當一人的身份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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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出現在相對的文化禁忌時刻，也是 容易發生文化人類學或是社會心理學

裡所謂的像是文化的自我隔離、排他、涵化、整合、同化、放棄的現象。而白

將軍的葬禮就是屬於回漢整合的個別案例。由於白將軍是台灣回教界與社會界

知名人士，對黨對國對宗教都有極高的貢獻，其身份特殊，既有回人的宗教信

仰，又有漢人的傳統社會關係與地位，當他過世家屬必然會面對回漢殯葬儀式

與禁忌的嚴肅問題，由於回漢在殯葬所持的原則與觀點不同，如要兩者兼顧，

以先回後漢或是先漢後回的殯葬方式，以這樣的文化整合，必然對亡人對家屬

對穆斯林教眾的立場與參與的社會人士，都是一種「文化震撼」。而產生文化

震撼是因為殯葬儀式與儀式的主導權被三方面所分配，取代了原本穆斯林阿訇

一元主導的方式，筆者稱它為「多元結構的殯葬模式」，這在穆斯林裡是不存

在的現象，但它反映初期台灣政治意識的強烈主導性。 

所謂「多元結構的殯葬模式」，由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所組成的「治喪委員

會」，委員除了熱心的穆斯林教親與亡人家屬以外，還有職場的長官與黨政高

階長官，形成三股單位文化主體一起辦理穆斯林亡人的殯葬活動。因此，一場

殯葬文化具備了政治色彩、漢俗色彩與回教穆斯林色彩，三種文化背景呈現在

亡人身上，筆者稱之為「多元結構的殯葬模式」。 

從穆斯林教規上這場殯葬保留教規應有的洗亡人、穿凱凡、站者那則、以

速葬儉葬的殯葬原則以外，還加上了送亡人到殯儀館，舉行漢民俗與官場文化

的追悼活動，從亡人家屬的想法是顧全國家與社會人士的參與，採先回後漢的

殯葬流程， 後送亡人安葬在回教墓園，是亡人雙重身份的一種共同認同吧。

在殯儀館內以漢人的習俗掛輓聯擺花圈、設置亡人供桌、舉行公祭、向亡人行

軍禮或鞠躬、另外還有在回教用的「塔布」（運亡人的經匣）上又覆蓋黨旗與

國旗，褒揚亡人、亡人家屬帶孝答謝來賓等， 後送亡人安葬六張犁回教公墓

安葬，由阿訇念下土經與接「嘟啊」（祈禱），完成回漢殯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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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回漢混合的穆斯林殯葬方式，照理說阿訇應當提出異議，然而當時殯

葬儀式與教規的主導權並不在阿訇的手上，而是由「治喪委員會」合議所為。

對此，在 1973年美在台研究生白培莉女士（Barbara Linne Kroll Pillsbury）針對

台灣穆斯林知名將軍的殯葬過程所做的觀察紀錄發現，當時這一齣穆斯林殯葬

採用「先回後漢」的式，是當時政治環境，國家意識濃厚的時期，做為政治主

導的治喪委員會是一種常態，以當時的回教前輩都與黨政軍有密切關係，穆斯

林內部的退讓妥協必然會有一些激烈的辯論，然而， 後仍舊是亡人須三天內

下葬延到一週後下葬、亡人經回教洗禮後運至殯儀館供民眾用漢俗致敬、家屬

穿孝跪叩向致敬民眾達禮等等漢化行為的出現，打破了穆斯林殯葬原則，本案

例後來造成群體內部的爭議，實非所料。 

二、台灣的回道1混合殯葬 

遷台穆斯林大多是單身，因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住無定所，過着顛沛流

離的遷移的生活，從原鄉的「哲瑪提」（以寺為居的聚居形態）離開的時後正

是青年的歲月，宗教的知識與信仰薄弱，來到台灣想要安身立命卻因找不到適

合的穆斯林女子娶嫁，只好與外教人結婚成為「教外婚」的家庭，他（她）們

多半與非穆斯林結婚，都要先進行「入教儀式」2，組成宗教信仰混合的家庭，

生下的子女在宗教選擇上，如果穆斯林的一方沒有向小孩堅持伊斯蘭的宗教，

小孩們多半就會被另一方所影響而成為非穆斯林，等到穆斯林一方去世，孩子

們送他（她）到寺裡 後一程，但是孩子們與亡人的另一半卻不能參加他（她）

的回教殯禮，因為他們都不是穆斯林了，所以只能觀禮。有一位亡人孝子對筆

者自述： 

                                                 
1  筆者主持回教穆斯林的殯葬，其後代家屬以「先回教後道教」的方式舉行，當時筆者堅持以
亡人的宗教信仰為重，不接受要求，此案例筆著稱為「回道」二元的殯葬思想。 

2  非穆斯林入教儀式由清真寺阿訇主持，入教者在兩位穆斯林男性的見證下，自願非強迫的情
況跟阿訇唸「作證詞」（即：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獨一無二；我又作證，的確穆

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安拉的僕人。）唸三次這中間以中、阿語兩種語言來唸。之後阿訇

會為他取個伊斯蘭的教名，漢姓保留。如穆罕默德．馬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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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父為清朝抗日回民後代，隨國民政府遷台，但因公職忙碌又與

外教女子為妻成立回教道教信仰的家庭，平日上學上班，少有進寺，

因父亡到寺請求協助料理父親後事，已在金寶山備有墓穴，不葬在六

張犁回教公墓。3 

在舉行回教殯葬儀式前的那日上午，亡人的孩子請來他的知名好友於清真

寺的禮拜大殿前致辭，亡人家屬也向到場社會人士，說明亡父的生平事蹟，寺

方也藉此說明了穆斯林的殯葬過程與生死觀念（有類似告別會），到了禮完中

午拜後亡人的經匣從水房抬至大殿，外教人士都依照寺方指示起立，以目視不

鞠躬的方式向亡人表示敬仰，接着舉行殯禮「站者拿則」，亡人的孩子與媽媽

都沒進入大殿回教的參加殯禮與社會人士在一起再殿外觀禮，這裡表示他們已

不是穆斯林身份了。到了送亡人至金寶山私人墓園安葬後，當時筆者擔任（教

長），驚訝看見墓穴內早已填好一層木炭，筆者問其子：為何如此做？他們說：

為防潮。筆者說：此物對亡父有害，有如火燃料，快取出不然就以土覆蓋。之

後亡人入墓穴，子將父體未以頭北足南面向西的安葬，筆者問其子：為何如此

做？他們說不出來，以無奈的眼神望着一位請來的道士，道士回眼無解釋，筆

者說：安葬要正寢不要斜擺。 

亡人家屬心已向道術，認為能先以回教生前父親的信仰來舉行殯禮，離開

了清真寺就以媽媽的宗教信仰道教風水葬俗的葬禮方式來安葬，這種回教道教

二合一的殯葬儀式在家屬看來是沒差別，但對回教一神論禁拜祖先的信仰是不

容的行為， 後孝子還是依筆者的指示完成回教的殯葬。 

三、棄回隨漢的殯葬問題 

以上案例雖屬個案，但確實是台灣穆斯林殯葬問題的冰山一角。從民國 74

年至 99年 12月止，這 25年來（依內部資料）在北台地區（新竹以北）歸真的

                                                 
3  亡人的後代自稱已不是回教，確時的殯葬日期大約是在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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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人數 397人。如果再加上筆者從民國 88年 5月起花費數月時間針對目前

六張犁回教公墓所做的墓穴使用與壽穴統計，經田野調查大約有墓穴 1,233 穴

位，歸真使用的墓穴約 1,000 個，壽穴約 233 個（已被教親預訂）。如果說從

民國 74年至 99年歸真人數 397人，那麼從民國 37年至 73年共 36年間就有約

歸真 603 人，總歸真人數 1000 人（這裡還不含白沙灣伊斯蘭教墓園共 52 墓

穴） 。從民國 37年至 99年這 62年來，新竹以北地區每年平均歸真的穆斯林

約 16人，安葬在六張犁回教公墓。但是經過回協舊資料（見表 1）的登錄分析

來看，在民國 74年至 83年之間歸真的人數都是個位數，按此推測 73年以前到

37年也應是個位數，除非有特殊原因會出現十進位的歸真人數。但是從民國 37

年至 73年預估歸真人數為 603人平均每年約有 16人歸真人口才是，但為何從

民國 74年至 82年都是個位數字？另外為何從民國 83年以後穆斯林歸真的人數

還是有過於偏低的現象，照目前穆斯林低安葬率的合理解釋是大多高齡穆斯林

還健在，不然很容易被假設性解釋為過去有許多的穆斯林被家人用非穆斯林的

殯葬方式處理了後事，從另一種角度來分析，這也是否說明了大多遷台穆斯林

因生活環境等諸多原因而相繼變了教，後代已被漢俗同化的合理推論。 

筆者以實際的經驗看，其實遷台穆斯林後代家屬，將其亡人父母去世後送

來清真寺的以回教殯葬方式安葬的人數，比採用其它宗教殯葬儀式少；換言之，

有些穆斯林在自願與非自願下用非回教的殯葬方式下葬。筆者就接到回教穆斯

林亡人妻子來電要求請本《古蘭經》以安置在被已火化的先生靈牌前的要求。

而且 近也耳聞發生遷台穆斯林老先生自願火化的事，這是為了配合政府宣導

火化環保觀念還是省錢省地、聽從另一半的意思、兒女們的自行主張，讓回教

意識淡薄的原因。4 

2011 年 3 月 22 日有位安徽省的遷台回教穆斯林的子女來電要求

說：父親目前處在半彌留狀態，家裡子女決定先以基督教方式在殯儀

                                                 
4  筆者 2004年與 2010年兩次耳聞穆斯林死後自願火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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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辦追悼會，火化後再安放在五指山的靈骨塔，之後希望請阿訇給他

做禮拜。因為有兩位子女強勢主張以基督教方式為父親舉行後事，還

請了牧師到病人面前為他受洗，她的一位親戚對這些子女說，火葬在

過去是給死刑犯的一種刑罰，但是她們還是用火化安葬。第二天阿訇

還是接受他們來寺裡「聽經」，阿訇藉此機會提醒他們要回歸穆斯林，

並奉勸他們給亡人依照穆斯林儀式土葬，如同先祖所信仰的伊斯蘭一

樣。5 

此案例說明了是做為回教的父親未能留下遺書告知子女要用回教方式安

葬，另外子女的宗教信仰強勢影響父母親的後事選擇。筆者推斷，在台許多老

一輩的回教穆斯林都以此過程安葬後事。 

「表 1：從民國七十四年至民國九十九年台北地區每年在清真寺舉行的『者

拿則』人數統計表」來分析： 

表1：民國七十四年至民國九十九年台北地區舉行者拿則統計人數表 

年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人數 25 20 20 25 22 27 19 23 22 13 

年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人數 19 22 18 23 18 24 13 5 7 7 

年 79 78 77 76 75 74 73-37    

人數 4 5 5 1 4 6 603 人    

四、穆斯林清明掃墓節的漢化行為 

目前台灣穆斯林的殯葬仍舊依照伊斯蘭教規舉行，但是已出現「回墳漢俗

化」的傾向，常見第一代大陸回民的後代對伊斯蘭的殯葬不了解，時常是把亡

故的父親或母親送來清真寺，自己卻不承認是穆斯林身份，有的亡人家屬自行

採用「先回後漢」的殯葬主張為亡人舉行下葬儀式，有的先火化亡人再向寺方

                                                 
5  2011年 3月 22日，電話訪問報導人 U小姐，穆斯林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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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書《古蘭經》、做祈禱，目前許多都是，自行在清明節到亡人墳墓上打掃，

向亡人鞠躬、點香、上花，有的更是燃燒紙錢、放上冥紙或是修墳改運，不請

阿訇陪同走墳，清明節怪現讓寺方錯愕不已。有些教親也會請阿訇在寺裡或是

墳上做「頭七」、「四十天」、「百日」、「周年」。這種「回墳漢俗化」的

現象有日益增加的趨向，而造成此現象發生的原因，主要是漢文化的滲透與清

真寺與阿訇不能協助或教導穆斯林走墳的禮節與禁忌使然。 

筆者多年來關切穆斯林後代在回教公墓內的行為，證實許多穆斯林後代漸

漸接受漢人習俗所認為「祭祖」的方式，來表達慎終追遠，由以選擇清明、中

元時期對自己的祖先感念，求得心安，表示對祖先的懷念與孝意；另一方面也

感謝神明與祖先給予保佑讓全家平安吧，以漢民文化的的思維強化活人與祖先

的族群關係與宗教意義。 

有位雲南籍的 K姓職業穆斯林婦女說： 

從大陸來到台灣的穆斯林，逐漸對自己宗教意識起了變化，對回

教如何對待祖先的方式也流於形式，就如我這樣子，其它回教的事真

的不明白也做不到，只知到爸爸在世的時後都是去清真寺找阿訇唸

經，而這些也只是小時留下的記憶，其它還有什麼也不知道了，好像

回教「慎終追遠」對祖先盡孝道，就是請阿訇唸經。過去我還會碰到

爸爸的冥誕或是生日的時候，我都想到去清真寺或打電話找阿訇唸

經，習慣上給個乜帖，心理就很安心。6 

近五年來，筆者不定期到六張犁回教公墓試圖尋找走墳的教親，一方面義

務協助他們為亡人唸「嘟啊」向安拉真主求饒恕，一方面為他們解釋伊斯蘭的

生死觀念，並教導他們唸「齊克爾」的詞句，學習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以重建

他們對伊斯蘭的宗教意識與對祖先的宗教有所認同。讓筆者 為印象深刻的事

                                                 
6  2009年 4月 5日，報導人 K姓穆斯林後代，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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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足以證明大多數初期來台的大陸教親的後輩都已被漢俗所影響，漢化

行為屢見不鮮。 

常見穆斯林後代為祖先墳地除草整理墳墓、送鮮花，有的就是上香了，比

較特殊的還有燒錢紙、擺佛珠、上供品等離開穆斯林宗教信仰的行為。有一次

我接近一位獨自上墳的婦女，她正傷心的蹲在墳頭前哭泣，在她的身邊還擺著

燒餅與豆漿，於是我出聲說：我是馬阿訇，妳為何哭呢？她回我說：想念爸爸！

我問為何要擺吃的呢？她說：是因為爸爸身前喜歡吃燒餅豆漿而已。我說：回

教沒有這樣做，不需跪拜不需供品， 多也只能唸經做「嘟啊」，後來我幫她

唸了經，也用中文與阿拉伯唸了「嘟啊」，她說很感動。 

穆斯林後代在殯葬行為上的漢化表現，從另一面亦能斷定在飲食與婚姻以

及信仰與其他宗教教規已證實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全然的漢俗生活，這與當

時早年的鹿港穆斯林漢化是一樣的結果。台灣的穆斯林身處漢人社會，時時刻

刻都受其影響，對世襲所傳下的宗教信仰與教規因為環境不易實踐，而逐步遠

離自己的宗教圈，放棄對祖先的宗教認同與價值觀念，而 明顯的他們用混合

殯葬儀式，雖然保留了穆斯林 基本的殯葬儀式，但在亡人家屬的宗教信仰上

以開始偏向漢俗意識與價值認同，從踏早期泉州穆斯林漢化之路的徵兆。 

以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莊景輝對陳埭丁氏回族漢化的研究，提出丁氏漢

化表現在丁氏回族原有的禮拜、封齋，以及宰牲等重要的「祖教」禮儀和節日，

已全然消失而完全漢化。他們按當地漢族的習慣歡慶「四時八節」、即元宵、

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立冬、冬至及春節（年兜），節日慶典活動亦如是，

元宵鬧花燈、清明祭祖、端午縛粽、中元普渡、中秋團圓、年兜守歲，回漢同

樂、融為一體。7類似這樣的情形，畢竟是漢俗大環境的直接影響，鄰居都是非

穆斯林而且過年過節氣氛極具喜悅玩樂有強烈的吸引力，家裡的孩子常被鄰居

                                                 
7  見《丁氏淵源參考資料》，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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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邀去看熱鬧。另外，每遇到家裡有紅白喜事鄰居朋友都很關切甚至提供

神明保佑或是算命指點迷津，這時在無助的心理壓力下，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找

清真寺的情形下就初試看看，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了。 

以上觀之，在台灣對於漢化的大陸遷台穆斯林的後代，大多仍尊重信仰回

教的父親或母親或是父母雙親的喪葬，仍舊依照清真寺的處理方式，下葬，他

們大多依照回教傳統習俗做三天、頭七、四十日、百日、週年等紀念亡人的日

子，請清真寺阿訇到墳上或是在清真寺裡或是到府上開經接「嘟啊」的習俗，

還保有傳統穆斯林習俗的做法，其它除此之外能保有不吃豬肉的習慣已是不

多，其它對伊斯蘭教義與教規更是不懂也不做了。反到是樂於漢俗的節慶，而

遠於穆斯林的節慶。 

第二節 漢文化滲透穆斯林殯葬文化的分析 

一、穆斯林漢化的外部因素 

隨着佛教生死輪迴的因果報應觀念從印度傳入，以及本地道教的鬼神觀念

在儒家社會興起與儒家的孝道觀結合，在漢民的殯葬文化中產生了儒、釋、道

的三合一殯葬文化。這種現象對原先以儒家為主導，對「道」與「天」的理解，

轉移到以釋道的祖先崇拜、風水觀、鬼神觀與生死輪迴的解脫為主要的宗教訴

求上，只保留儒家的孝道觀成為宗教依附的具體表現，豐富了殯葬內容與形式，

穆斯林在此一環境下，更是受到信仰與文化上的多重影響與衝擊。 

首先，受到祖先崇拜觀念的影響，認為死者的亡靈可以成神幫助活者趨吉

避兇，因此，相信為亡人舉辦厚葬，強調設靈堂、辦法會、安靈位、立神主，

接受子孫祭祀，對亡人家屬因親人死亡所產生的恐懼起了安定的作用，另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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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把亡人由鬼靈轉往成為家族祖先的一份子。根據莊英章《從喪禮俗探

討改善喪葬社施之道》的研究，清楚說明漢人祭拜祖先的原因他寫到：      

其原因除害怕祖靈作崇之外，更怕祖靈淪為無主孤魂，人死為鬼，

鬼有善鬼是有子孫祭祀的祖靈，功能庇蔭子孫綿延家世，惡鬼是無嗣

或冤死亡靈，因無人祭祀而無歸宿，淪落人間為非作歹，亦即所謂的

孤魂野鬼，只有祭祀才能使祖靈免於淪為孤魂野鬼，也只有祭祀才能

幫助祖靈得到永生不滅的境界。8 

台灣社會宗教自由各宗教極力向外宣教，尤其是佛教出世轉入世的積極參

與社會公益給民眾「人間佛教」、新觀念吸引不少對子女的宗教選擇表以尊重，

等到信仰穆斯林的父親或是母親去世，子女之間都認為自己的宗教才是 好

的，以不同的宗教信仰來為亡人舉辦殯葬儀式，確忘了要尊重亡人身前的 終

宗教信仰，而產生子女多神合一的殯葬活動現象。在清明時節回教公墓裡就出

現，亡人穆斯林後代在亡人墓前隨漢俗掃墓、供奉水果、獻花點香祭拜、甚至

燒紙錢、用手機與亡人交談、點香菸插在墓背草皮上給亡人享用，以漢俗方式

對待亡靈，反是對於穆斯林的走墳規矩一無所知。 

另外，台灣現代喪禮服務品質的水準的提升，滿足喪家心理與外在勞務的

需求，陳繼成提到：「在整個喪葬儀式中，因為喪禮服務人員是除了家屬外全

程參與的人，因此，治喪過程中家屬間的糾紛，個人內心感到孤單、徬徨無措，

由喪禮服務人員適時地扮演輔導者、陪伴者與協調者，正符合對於喪禮服務人

員的角色期許。」9由此可證明，穆斯林的亡人家屬或亡人的親友在一場殯葬的

過程雖說不採用厚葬等排場的需求， 起碼的心靈與心理上的滿足也都沒感受

到的話，那留給大家的記憶與印象就會被說成伊斯蘭的殯葬看不出它在人性與

                                                 
8  計畫主持人莊英章，《從喪葬禮俗探討改善喪葬設施之道》，（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印，民國七十九年），頁 83。  

9  陳繼成、陳宇翔《殯葬禮儀：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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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與社會性上的功能，也因此對穆斯林的殯葬就沒有好評價。 

再者，在有限度的土地資源回教公墓墳地使用逐漸飽和狀態，有死無葬身

之慮，穆斯林的土葬觀念受到火葬與環保葬式的挑戰，在政府大力宣導與鼓吹

之下，穆斯林棄守土葬接受火葬方式的觀念也偶有發生在穆斯林教親當中，並

且還以擇時選地的風水觀以建立生者與亡人之間的特殊關係，以不至於發生犯

忌。以筆者的觀察，目前台灣穆斯林的殯葬仍舊依照伊斯蘭教規在清真寺裡舉

行，反而是亡人家屬個人因對伊斯蘭宗教信仰的不了解，反而是用平常所熟悉

的殯葬漢俗習慣來要求寺方，因此常有發生「棄回隨漢」的行為，但寺方是絕

對不會接受的。常見案例第一代大陸回民的後代對伊斯蘭的殯葬不了解，時常

是把亡故的父親或母親送來清真寺，自己卻不承認是穆斯林，交由寺方處理。

有的亡人家屬自行採用「先回後漢」的殯葬儀式來為亡人舉行殯葬儀式，有的

先火化亡人再向寺方阿訇取經祈禱，不然就是不請阿訇，自行在清明節到亡人

墳墓上打掃，向亡人鞠躬、點香、上花、燃燒紙錢、放上冥紙或是修墳改運。

也發生阿訇拒絕教親到墳上為亡人做「頭七」、「四十天」、「百日」、「周

年」開經的事，而自行用漢俗的方式在亡人墳前祭拜祖先。這種發生在回墳漢

俗化現象是有增加的趨向，正凸顯出台灣穆斯林的殯葬在漢民社會所受到滲透

與衝擊之大。 

二、穆斯林內部適應失調導致漢化的因素 

（一）漢文化透過語言滲入穆斯林的信仰 

語言是造就人類思想的工具，是傳承文化的載體，有活力的語言就有活力

的文化。回族穆斯林在中國或是台灣穆斯林兼具雙重文化的表現，一方面要使

用阿拉伯語學習《古蘭經》和《聖訓》；一方面要使用漢語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阿語或波斯語只限定在宗教與儀式上的用語，由於伊斯

蘭所有儀式的進行以及祈禱文等皆以阿拉伯語完成，但是進一步的宗教教義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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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則使用中國人的母語做解釋，兩種語言交替進行，成為獨特的「經堂語」，

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也融於一體。 

回回穆斯林在漢民社會的語言使用情形，在唐宋時期作為「土生番客」初

期，係以阿拉伯語或波斯語以及中亞伊斯蘭化的突厥語系為主。來到中國的穆

斯林說的是「經上的話」，所謂的「經」就是阿拉伯語的《古蘭經》與《聖訓》，

阿拉伯語是他們共同的語言。原本通過翻譯與漢人溝通，經過與漢民共同生活

而使用雙語，隨着時代的推移，原鄉母語逐漸遺忘，轉變為說漢語、寫漢字，

漢語成為自己的母語。這是必然語言漢化的結果，而漢文化的思想便直接透過

漢語滲入穆斯林的信仰，與漢族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以及官方的教育體系，

使得儒家文化和漢族的影響已深深滲透在回族的伊斯蘭信仰中。10 

實際上，在明清以後回回穆斯林會操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人，已僅限定在

區區可數專研伊斯蘭的學者上了，像是經學家王岱輿、劉智等，他們意識到操

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經典語言能力的消失將帶來的是宗教意識的消失，為了保

留原經典語言的生命，他們積極使用「經堂語」的方式，以漢語音譯出經典中

的語彙，一方面來強化回回穆斯林自己對經典與伊斯蘭教義的意識與認同；二

方面也讓漢民社會對他們產生認同。 

所謂的「經堂語」就是用漢字音譯阿拉伯、波斯的伊斯蘭宗教詞彙，或是

以漢字取代外來語的用法，筆者在這只是例舉如「表 2：大陸回族宗教詞彙中

文、阿文、波斯文對照表」：  

表2：大陸回族宗教詞彙中文、阿文、波斯文對照表 

中文 阿拉伯語 波斯語 中文 阿拉伯語 波斯語 

晨禮 發支里 
 صالة الفجر

板目達 
Banbudad 

喚拜 
 

啊贊 
 األذان

邦克 
Bang 

                                                 
10  楊貴萍，《馬德新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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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阿拉伯語 波斯語 中文 阿拉伯語 波斯語 

晌禮 祖忽里 
 صالة الظهر

撇什尼 
Pishen 

婚禮 
 

尼卡哈 
 النكاح

Nikah 
 

晡禮 阿束里 
 صالة العصر

底格熱 
Digar 

殯禮 
 

者那則 
 الجنازة

Jinnazah 
 

昏禮 麥格里布 
 صالة المغرب

沙目 
Sham 

真主 
 

安拉 
 اهللا

胡達 
Hud 

宵禮 爾沙宜 
 صالة العشاء

胡夫坦 
Hufutan 

小淨 
 

五注 
 الوضوء

阿布代思 
Abudst 

聚禮 主麻 
 صالة الجمعة

主麻 
Jumua 

清真寺 麻斯吉德 
 المسجد

Masjid 

開齋節 
 

爾德 
فطرعيد ال  

 
 

教長 
 

伊瑪目 
 اإلمام

阿訇 
Akhund 

宰牲節 
 

古爾邦節 
 عيد األضحى

 Gurban 
 

捐獻 乜帖 
ة  ني

Niyyat 
 

大淨 
 

烏斯里 
 الغسل

 朋友 薩迪各 
 الصديق

朵斯提 
Dust 

 

經堂語雖然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但在穆斯林內部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格底目」（老教）的經學家是主張將阿拉伯或波斯語的伊斯蘭宗教辭彙用漢

音寫成漢文譯本，稱「漢克塔布」即漢文經典，透過漢文字來理解宗教要義，

同時也讓漢民透過「漢克塔布」認識伊斯蘭教義，發揚伊斯蘭與儒家兩種學說，

貫通一起共同造就「通經通漢」的人才，並挽回經典語言能在非阿語和波斯語

系的漢民社會裡繼續使用，延續宗教語言的生命。另外「賽萊菲耶」經學家則

不歡迎漢譯伊斯蘭經典，特別是漢譯《古蘭經》，原因是原文古蘭字義無人能

精準譯出；所以不主張透過阿拉伯字漢音拼讀來學習伊斯蘭的經典；同時認為

誦讀原文古蘭是天命，不能任意用其他文字取代。《古蘭經》與《聖訓》都明

示信徒以標準阿拉伯語誦讀天經，安拉說：「至高的安拉真主諭，你應當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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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11根據奧斯曼．本．安凡的傳述：他說：安拉的使者說：「你們

中 優秀的人就是學習《古蘭經》教授《古蘭經》的人。」12而明清之際，對於

漢文加入講經的系統，也出現許多不同的意見，街談巷議中有謂「擺在伊斯蘭

教前進途中的阻力是很大的，什麼譯經會使經染啦；用漢文注釋正教之經旨就

是哈他差錯啦；道不可言啦；不用經堂語氣解經就是反經異俗啦等等。」13  

在大陸穆斯林的經堂語已是歷史悠久，它具有阿拉伯的文化涵意也是豐富

的，可以說研究回族文化就不能忽視回族的經堂教育和經堂語，比如在翻譯伊

斯蘭教經典時它所使用的一些詞句都是幾百年來經師細心琢磨的結果，要比現

代漢語的一些用語準確得多。14。老一輩遷台穆斯林仍舊在生活中使用原鄉經堂

語，還能說出具有在漢人社會裡穆斯林的特殊用語，可惜來到台灣以後清真寺

的阿訇對經堂語的教學能力有限，而且加上一些年輕一代的阿訇，腦海中總有

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認識，那就是經堂語太土，應該淘汰。根據筆者在清真寺

阿訇教義上課所使用的經典術語都是阿拉伯語，說明「經堂語」以被取代。只

有老一輩的才會使用一些經堂語詞彙在生活的對話中，這還是靠着他們小時候

的記憶才能說出幾個經堂語的詞彙，今天第二代、第三代的穆斯林經堂詞彙就

更為缺乏了。台灣穆斯林王立志教親就提到，回族沒有自己的母語，借用波斯

語、阿拉伯語、漢語拼湊成經堂語彙。在穆斯林兄弟間彼此溝通，現在大陸仍

在流行，在台灣就很少聽到這種獨特的語彙了。15其實，從小到大說漢語、寫漢

字、受漢文化教育滲透，開始習慣使用許多非伊斯蘭宗教術語的詞彙，在無意

識下就脫口，像是往生（穆斯林用歸真、無常）、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天堂、

                                                 
11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574。 
古蘭經七十三章第四節 
原文： تيال   ورتل القرءان تر  

12  伊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頁 250。 قال رسول ：عن عثمان بن عفا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خيرآم من تعلم القرآن و علمه：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13  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編，《伊斯蘭文化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頁 16。筆者按：所謂染啦就是指不純了，哈他是阿拉伯的音譯，有錯誤之意。 

14  楊占武，《回族語言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69。 
15  王立志，《中國回教》雙月刊第 268期，2000年 12月 31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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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大體（埋體、亡人）來取代經堂用語。 

今天台灣新一代的阿訇過去也沒有受過清真寺的經堂教育，基本上無論是

在大陸或在台灣老一輩的與新一輩的阿訇在同一個清真寺就有不同的偏重，老

阿訇說經堂語，新阿訇說阿拉伯語，教出來的學生都會自認為有不同的現象發

生，而且有興趣的青少年穆斯林都希望跟新一代的阿訇學，以後可以前往沙烏

地阿拉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的伊斯蘭大學學習，學習正規伊斯蘭教義與

阿拉伯語言，當然對未來畢業有多種工作機會也是一種考量。 

從現實生活清真寺裡以阿拉伯語文字來學習伊斯蘭教義與知識其成效仍有

待觀察，以阿拉伯語教學伊斯蘭的宗教術語憑一時的背記，而無法轉化成一種

知識系統，徒增穆斯林學習信仰與實踐的難度，畢竟台灣沒有阿拉伯語的環境；

加上穆斯林宗教語言教學「重阿輕漢」且忽略經堂語的教授與使用，使得孩童

與青少年沒有習慣使用自己穆斯林辭彙，像是「無常」（مات，māt，死亡）；

過「乜帖」（نية ，niyyat，舉意善）；「嘟啊」（祈禱）；「道色蘭」（ 即互

道平安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assalāmu ‘alaikum）；道「泰思咪耶」（ملة ，al-bismalah ，البس

奉仁主安拉之尊名）等，這些用語本身具有深遠影響，伊斯蘭信仰的辭彙都不

會說不會用，反以用漢語白話文做解釋，因為現代的阿訇在生活用語中已不習

慣使用，這種教學失去本民族宗教語彙之特色，反而容易向漢民文化裡佛教辭

彙借用，像是「無常」（去世）、「乜帖」（捐獻）被佛教的「往生」與「功

德」用語取代。 

今天我們觀察穆斯林每週重要聚會「主麻」（الجمعة， al-juma ‘a t，聚禮日），

阿訇在演講台上說的「胡圖白」（الخطبة， al-khutubah，講演）主要功能是一種

強化穆斯林信仰與認同，但是「胡圖白」以今天只說阿語不譯成漢語，或是阿

語為重，漢語為輕的方式，筆者認為會讓聽者無法深入信仰與思想中影響對宗

教的認知收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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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曆法與民俗節日氣氛 

曆法是時間的概念，時間能形塑歷史的記憶，穆斯林每天都要朝向沙烏地

阿拉伯麥加聖寺「卡爾白」（ة al-kaābah，天房）的方向定時做五次禮，الكعب

拜（ ةالصال ， aswswalāt）16；每七天聚禮一次做主麻拜；以及一年一度的齋戒月

（回曆九月拉瑪丹）的封齋（صوم رمضان ， saum ramadan）；此外還有回曆十

月一日的開齋節（عيد الفطر，eidul-fitri）後約七十日，回曆十二月十日的宰牲節

更重要的還有一生中有能力去麥加聖地做朝覲；（eidul-udhā，عيد األضحى）

，這些是穆斯林的宗教功課，穆斯林順著時序實踐宗教生活，（al-haji， الحج）

也就是伊斯蘭的曆法維繫着穆斯林的生活，長久來建立時間觀念的歷史圖像與

記憶，如同哈志李華倫先生為《伊斯蘭曆要解》一書裡所寫的序，伊斯蘭曆法

17建構在天文科學的基礎之上，深刻地將伊斯蘭信仰帶入穆（al-hijri，الهجري）

斯林的生活中。 

漢民的農曆與西方國家的西曆在台灣的使用普遍，在不同的月曆上都標示

着一般民俗節日或是紀念日，形成民眾百姓對生活的一種文化認同與歸屬，像

是漢人的農曆年、端午節、中秋節，像是西曆的新年、聖誕節在台灣民眾都已

成為生活的記憶與習慣。伊斯蘭的曆法與宗教功課相關，穆斯林依照伊斯蘭曆

法生活過日，然而，今天在台灣絕大多數穆斯林對自己的節慶就陌生許多，如

果問他們今天是回曆幾年幾月幾日，知道的人就太少了。中國回教協會每年會

印製農曆、西曆、回曆三種月曆的對照月曆送給教親，月曆上也註明每天五次

禮拜的時間表與回曆十月一日的「開齋節」、十二月十日的「宰牲節」（在台

灣稱忠孝節），但是對兩節的節慶的意義不只是漢民百姓包括穆斯林都很少有

                                                 
16  禮拜 aswswalāt是伊斯蘭五功之一，即：唸、禮、齋、課、朝。 
17  伊斯蘭曆又稱「希吉來曆」相當於西元 622年 7月 16日做為希吉來曆元年。希吉來（الهجرة – 

al-hijrah）是阿拉伯語的音譯，意為遷徙，也可稱至聖遷都曆簡稱伊曆。伊曆 666年（公元
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傳入中國，後因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少數民族中，回族人口 多，

分佈地區也廣，當時都稱「回回曆」，慣稱「回曆」。一般認為這是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

曆法，故現今通稱伊斯蘭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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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明瞭。 

回曆在穆斯林內部族群使用，所以穆斯林的節日在漢民社會就顯得陌生，

亦不放假的，當穆斯林的兩節（開齋節、宰牲節）正好是在非假日的情況下，

穆斯林是要請假才能到清真寺裡參加活動的，所以能來寺裡的穆斯林通常是上

年紀的老先生老太太，中生代的就有些困難，寺裡的人數就顯得少的很，無法

全面呈現節慶的喜氣與活力。近年來外籍穆斯林大量在台灣的出現使得來清真

寺做會禮的人數大幅增加，好像是外國人的清真寺一樣。 

漢民或是西方的節慶比較喜氣有趣；穆斯林的節慶像是開齋節或是宰牲邦

節，大多只是到清真寺做禮拜、聽教義，感覺就是宗教性節日，顯示另一種快

樂的氣氛，但對年青穆斯林就覺得沉悶許多，久而久之就忘記對自己的節慶就

淡化許多，像是每週18與十二月份的名稱19，以及回曆的年代，大部份的穆斯林

都不會唸，也沒有使用它的習慣，回曆在台灣成了社會的邊緣，取而代之的卻

是異文化的曆法與節慶。 

就從漢民俗的清明掃墓節來觀察，清明掃墓節本就是漢民為祭祖向祖先的

墳墓做一年一次的大整理，他們到墓前祭拜、燒紙錢向祖先稟報生活的點滴，

向祖先拜拜求福蔭；在大陸穆斯林大多會在開齋節拜後到墳墓（麻札）為亡人

做「嘟啊」，不會學漢俗在清明節掃墓。在台灣不少穆斯林後代忘了自己應如

何對穆斯林祖先做合於伊斯蘭教規的慎終追遠，為了要向亡人表示就學習漢俗

的方式在清明節為祖先掃墓。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主麻聚禮日，當日中午穆斯林要到清真寺做聚禮，聽伊

                                                 
18  伊斯蘭教一週的名稱：週一，伊示奈（ithnai）週二，蘇萊薩（thulatha）週三，艾嘞比啊（arbi 

‘a）週四，漢密斯（hamīth）週五，主麻（jum‘at）週六，賽晡特（sabt）週日，艾哈特（ahad）。 
19  伊斯蘭教曆各月的名稱：一月，穆哈蘭（muharram）；二月，賽法爾（safar）；三月，賴
比爾．安外魯（rabī ‘a I）；四月，賴比爾．阿赫勒（rabī ‘a II）；五月，朱馬達．巫拉（jumāda 
I）；六月，朱馬達．阿赫勒（jumāda II）；七月，來哲布（rajab）；八月，舍爾邦（sha ‘abān）；
九月，萊麥丹（ramadān）；十月，閃瓦勒（shawwal）；十一月，祖勒．蓋爾德（dhu-l-qa ‘adah）；
十二月，祖勒．罕哲（dhu-l-hijjah）。其中，九月為齋月，十二月為朝覲之月；十月一日為
開齋節，十二月十日為古爾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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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目（教長、阿訇）講教義，其功能有灌輸宗教意識與傳承宗教文化與聯誼族

群的主要功能，但中國與台灣都不是伊斯蘭國家，週五是不放假，參加禮拜成

為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上清真寺做禮拜者大多以老年人居多，青年學生少，

致使他們的宗教知識從小就沒打好基礎，對宗教信仰逐漸淡薄， 後就是捨棄

自身的宗教活動。 

（三）婚喪喜慶等社交禮儀中之人際互動 

伊斯蘭是一種生活方式與制度；穆斯林是順從真主安拉接受這制度來過

生活的人，穆斯林從出生到死亡所經過的生命禮俗，生老病死、取經名、割

「笋乃」（ان ；（an-nikāh，النكاح）al-khitān，行割禮）、結婚辦「尼卡哈」， الخت

探訪病患做「嘟啊」；或是人歸真（去世）親友鄰里為喪家助喪，從料理生活

到「洗亡人」、「打墳」、「試坑」辦「者那則」（殯葬）等等，都是穆斯林

的文化與生活。安拉說：「你說，我的禮拜，我的犧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

的確都是為真主安拉全世界的主。」20合乎安拉真主的言行與生活就是行善，安

拉說：「行一件善事的人將得十倍的報酬；作一件惡事的人只受同樣的罰。」21

但是這種穆斯林生活背後所帶來的價值觀與賞罰觀，隨着現代生活已逐步淡

薄，尤其是生活在非穆斯林的社會裡更是加速被漢民文化的腳步。 

穆斯林因工作求學，少有參加宗教活動之機會，由於穆斯林常期處在儒釋

道文化與民間習俗的環境中，參加穆斯林的婚喪喜慶機會少，宗教禮儀的養成

教育也相對減少，反而是參加漢人朋友的婚喪喜慶較為頻繁，漢俗飲食不避諱

豬肉與飲酒，加上朋友感情或長官的人情壓力，漸入境隨俗，因此，在這種環

境要維護自己的宗教信仰已是高度困難。 

                                                 
20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150。  
古蘭經第六章第一六一節 
原文： قل إن صالتي و نسكي و محياي و مماتي 

21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160。 
古蘭經第六章第一六 0節 
原文： ى إال مثلها و هم ال يظلمونزأمثالها و من جاء بالسيئة فال يجمن جاء بالحسنة فله عش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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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婚姻屬「教內婚」（endogamy），在大陸，回族婦女外嫁禁忌的形

成，無論是民族心理、宗教信仰、還是民族風俗習慣、繁衍人口方面的因素，

歸根結底都可以和回族的民族凝聚力聯繫在一起。回族是一個民族內部凝聚力

極強的民族，它的許多民族的特徵是為着一個目地，即頑強地保持本民族的特

性，抵禦異質文化的浸染滲透，以防止民族特徵的消失，從而推遲民族融合的

時間。 

婚姻是組成家庭的合法與正當性的必要程序，是形成族際血緣關係的途

徑，有族群的擴大凝聚親戚關係的功能，這種功能的發揮顯見於泰緬雲南穆斯

林的族群中，因為他們大量遷台並聚居台北中永和地區，對於早期遷台的穆斯

林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因為分散而居，彼此少有來往認識，再就是自從大陸來

台的回民，適婚的青年不易追求到適婚的回民女子，由於當時來台的回民青年

女子人數太少，教內婚難求，因此大都與教外女子結婚，而結婚是在清真寺舉

行，不然就在工作單位上或是餐館舉行，唸「尼卡哈」與「儀扎布」（  اإلجاب و

或（imām，教長，إمام）al-ijāb wal-qabul，婚配詞），習慣上是要請阿訇，القبول 

是教門耆و老來唸。非穆斯林的新人要在婚前先行入伊斯蘭教取經名之後才能舉

行。在台灣，這些離散（Diaspora）的穆斯林，結婚條件已是流於形式，因當時

的環境與穆斯林本身的認知缺乏，大多都採「異教婚」，教內能結為佳偶者少，

不同宗教信仰組成家庭對於下一代小孩的宗教教育就更顯複雜，因種種原由，

而無法再堅持做一位穆斯林。有位穆斯林後代現在已是變成外教了的 C女士說： 

「我來清真寺是為父親捐錢，請阿訇唸經，母親臥床也是穆斯林，

我們家有 6 位子妹，只有一位在澳洲還信回教，其他都與漢教娶嫁，

也不信教了。」22 

以這樣的情形發展經過 40多年，第一代遷台穆斯林後裔在同時俱備有共同

                                                 
22  2010年 1月 8日，報導人 C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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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斯林家庭的環境下都會產生小孩變教的情形，更不用說是異教婚的父母所

組成的家庭長大的小孩了，當然也有成功的案例，讓另一半習於穆斯林的生活

而且下一代也守着伊斯蘭。總之，在台灣非穆斯林環境長大的小孩大多數皆難

維持穆斯林的信仰與生活，而被漢化的影響是必然的現象。 

筆者在清真寺裡工作常常有機會接觸到送亡人的教親，大部份父母是異教

婚的子女他們的宗教信仰多半是多樣的，例如 2011年 4月 12日寺裡為山東教

親的殯禮，亡人的女兒： 

爸爸是信回教，媽媽是本地人，我與姐姐分別信仰基督教與佛教。

我有位叔叔在大陸當時來台灣對我們說回教喪禮要送到清真寺來辦，

所以本來我想把爸爸送到國軍示範公墓，但是還是要尊重他的宗教信

仰。23 

我續問有關他父親的宗教信仰，她說： 

我們從小住桃園眷村，他常在假日與外省的鄰居打麻將，但他不

吃豬肉，我認為他很辛苦，年青時離開他的父母，來到異鄉的台灣，

孤苦伶仃，為家工作辛苦，他對我們信不信教不常說，也不限制我們。24 

筆者認為，這種穆斯林家長在台灣是蠻多的，他自己的信仰淡薄，連帶的

對小孩或是非穆斯林太太的宗教管教就保持鬆綁的態度與立場。 

（四）職場相處 

職場本是經濟上主僕互動關係的地方，也是不同習性、性別的場合，甚至

於種族與國籍，但因共同工作而聚集在一起，他們彼此間沒有什麼宗教禁忌，

但是對穆斯林的特殊生活習慣就會產生好奇，甚至大作文章，讓穆斯林的感受

                                                 
23  2011年 4月 12日，報導人 T女士，於台北清真寺一場殯禮前的訪談。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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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 

有一位緬甸華人穆斯林，他從事國際貿易，他說： 

「我們穆斯林在這社會上班很不容易，尤其是宗教信仰會碰到尷

尬的場面。在貿易公司上班的老闆是拜四面佛的，他每天進公司前必

先向放置在公司門口的佛像上香拜拜，每到初一與十五或是在七月的

時候員工就很熱情的一起參與祭祀活動，我是信仰伊斯蘭的，就刻意

離群有隔閡，感覺不好意思，沒有一體的感覺，認為我不合群，我的

一些穆斯林朋有說，為了保信仰，寧可開計程車，寧可自組小型工程

承包商或是開小清真館也不投入在漢人公司搬神桌擺供品的。」25 

回教退休老兵說： 

初期和國民政府隨部隊來台，東跑西調，無固定的住所，部隊的

伙食本來就沒有清真的，守教門（伊斯蘭）真的不容易，我親眼見兩

位信回教的同仁吃了「大肉」26，我還是守着教門」27 

又有一位回教老兵說： 

我在部隊的時後因為同事拿大肉開我玩笑，我當場狠狠出拳扁了

他一頓，這種事還不只一次呢！28 

台灣的職場文化因為對穆斯林文化不了解而產生了誤解情形嚴重的反映在

職場上，從同事之間對穆斯林就會以「大肉」來開他們的玩笑，對穆斯林婦女

的穿著打心底的就有刻板性的偏差與排斥。 

有一位穆斯林哈佳說： 

                                                 
25  2010年 4月 6日，報導人 D先生，台北清真寺。 
26  穆斯林說「大肉」就是指「豬肉」的意思，因會穆斯林禁食所以也忌諱說出那個字。 
27  2011年 2月 6日，報導人 E老兵，台北清真寺老人聯誼會。 
28  2011年 2月 6日，報導人 F老兵，台北清真寺老人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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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應徵工作時，老闆說，妳帶頭巾，妳是信回教的，是否可

以上班時不要帶呢？我說，不可以，這是我們穆斯林的規定， 後的

結果就是註定無法應徵上那一份工作。」29 

筆者也深切感覺到穆斯林在台灣的信仰考驗很大，面對為了工作而犧牲信

仰或是為信仰而困難過日的案例很多，尤其是在 911 事件以後，與非穆斯林親

友相處，為了表白自己穆斯林的身份，有時感到天人交戰，這顯然是當代台灣

穆斯林的挑戰。 

以筆者自己的二女兒來說：她在小四那年，在學校有位老師就問她說清真

寺裡有沒有恐怖份子？到了她小六那年，老師又問她說：妳爸爸是教長，是否

帶有恐怖份子的血液！我 後在 2009年 12月 24日早上找她的校長理論，但似

乎未獲校長正面的關切，這就是穆斯林在台灣的處境。 

現實的環境裡台灣的穆斯林其身分就是漢人中信仰伊斯蘭的信眾，沒有像

大陸還有回族法定的身分，多少受到法律的保護；而台灣沒有賦予穆斯林少數

民族的身分認定，因此在社會上就常受到非理性的挑釁，穆斯林信眾完全要依

靠自我信仰的調適來面對生活的挑戰。 

（五）生活環境與居住型態 

伊斯蘭文化在中國超過 1300 年的歷史，至今未消失而且還能保持自身文

化，且能在漢族社會裡達成「融而不合，同而未化」的結果，其中重要的因素

是聚居式的空間型態。早期回族先民來到中國，因商貿量日益增多，來華的大

食人劇增，他們因飲食習慣、語言、宗教相近，喜尚聚集一處，稱為「蕃坊」

（今稱為「哲瑪提」），坊內設有管理伊斯蘭教務者稱「謝赫」（شيخ， shaykh）；

管理事務者稱「嘎堆」（ يقاض ， qāzdy，宗教法官）。這種穆斯林「蕃坊」是

                                                 
29  2010年 3月 15日，報導人 G女性哈佳，台北清真寺。「哈佳」是指對已完成朝覲功課的人
之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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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隨着穆斯林流動與聚集，形成不同大小的「回坊」，其

特色是有共同的信仰與宗教生活習慣、圍寺而居、有自己的穆斯林公墓；以及

在經濟、職業上相互供應，共同投入一種具有高度多層面內聚性的謀生方式，

存在着較強的保守性和擔心被漢化的戒心。目前在中國回族穆斯林以「大分散，

小集中」的聚居型態與漢人社會依存共處。台灣的穆斯林並非是本土自發形成，

是屬境外移入，大部份因工作或就學而來。民國三十八年一批大陸回民隨軍來

台散居於全島；50年代第二批從泰緬雲南籍穆斯林陸續來台聚居中壢龍岡地區

與台北縣中永和一帶為主；民國八十五年代政府開放國際商貿與引進外勞，不

少外籍穆斯林來台，部份在台結婚，落居台灣，總體而言，是以「大分散、不

集中」的聚落型態與漢人混雜一起，無法形成穆斯林聚集區的文化圈，被漢化

的機率與速度與日俱增。當今在大陸內地也同樣嚴重，黃登武哈志說：「社區

的伊斯蘭文化已不存在，回民的共同語言、共同心理、共同信仰、共同風俗都

被拆散了。遷到異地的回民們由信仰上的淡化逐漸漢化、同化了。」30 

（六）個人因素 

伊斯蘭因信仰的要求讓道德生活化，穆斯林成為道德的象徵，相形之下，

違反伊斯蘭行為的像是吃豬肉、喝酒、賭博、出軌、算命、傷人毀謗、偷盜、

說謊、放利息等行為形成罪惡感的來源，許多無法接受這種標準而放棄信仰。 

當今世俗環境對穆斯林信仰的挑戰，但個人對伊斯蘭的信仰與價值觀念的

堅持亦是 重要的因素。許多穆斯林的案例多是受到大環境影響，改變了個人

信仰與操守的價值觀。穆斯林家屬的後代對祖先所信仰的回教已有排斥心態，

大致上是因為穆斯林在漢文化與世俗社會裡實踐有相當的困難度，類似穆斯林

的漢化與世俗化讓不少穆斯林改變宗教信仰的案例也相當普遍。據史料所載，

回回達官貴人因喪葬變俗而放棄伊斯蘭信仰頗不乏人，官至明朝廷侍郎的詩人

                                                 
30 黃登武，《中國伊斯蘭現狀觀感錄》，（內部資料，2010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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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都格之孫，母死倘按回回喪葬方式，不足以顯示他的權勢和豪奢，改從朱文

公之俗，儒化以名貴棺槨及其他物陪葬父輩。來自天方的詩人丁鶴年也以棺木

改葬其母，設酒肉祭奠，終身守廬墓，博得丁孝子美名。世代穆斯林之家的著

名學者李贄也由回而儒，儒而釋， 後遁入空門。31 

這類的情形不斷的在穆斯林生活圈內出現，以目前在台灣的一些知名人

物，他們的上一輩有的都是大陸遷台穆斯林的後代，迄今他們已不承認自己是

穆斯林，他們不進清真寺，但是筆者常在回教墓園見到他們的身影。觀察他們

在亡人墳上的行為，我們會發現，他們用不同的漢俗與非伊斯蘭宗教的儀式來

表示出他們對亡人的敬拜，從此顯露出他們自己的宗教身份。證實大多數亡人

後代家屬對伊斯蘭知識的完全陌生，並表明不是穆斯林身份的事實已發生。32 

為何他（她）們會變教呢？總歸咎於遷台的大陸穆斯林來到了一個沒有像

是原鄉「哲瑪提」的生活環境，宗教信仰與生活實踐不易又困難，以致宗教意

識逐日淡薄，加上教外婚組織家庭，遠離社群互動圈等等諸多因素下，「漢文

化的滲透」讓他們的「宗教意識」或是「族群認同」上都呈現極度弱化現象，

而且下一代又是生活在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社會，使得不易信仰的伊斯蘭就成

為其他宗教所吸收的對象，從此放棄了伊斯蘭信仰的傳承，與亡人的關係也只

保留在血緣的親情份上了。另外就是自己的經典語言-阿拉伯語-做為各項宗教

儀式與宗教生活用語，有自己的節日與曆法，另外每天的飲食禁忌不吃豬肉禁

喝酒類，行樂歌舞，對亡人的殯葬與慎終追遠都有不同表達方式與見解與當下

漢民習俗南轅北轍；穆斯林的生活規範與當地生活文化與習俗有極大的反差

度，像是不吃豬肉、用自己的曆法等，使得少數穆斯林成了在漢人社會裡文化

上的特殊目標。 

                                                 
31  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編，《伊斯蘭文化研究》，頁 75。 
32  以筆者於 1999年至 2005年間擔任台北清真寺教長期間，為這些老回民辦理人生 後的一程

「穆斯林殯葬」中發現：有許多做子女的說，我的爸爸或媽媽（指的是這亡人）是信回教的，

我們已不信了，請寺裡幫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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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殯葬活動引發內部分歧的案例   

台灣穆斯林的殯葬問題不僅出現漢化或同化現象，同時還有些有關殯葬案

例是因為老一代阿訇與新一代阿訇的做法不同而產生穆斯林族群內部的紛擾，

像以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的十二月九日舉行白將軍的殯葬、民國八十七年

（1998年）某教親火化案例的殯葬、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四月八日台北清

真寺馬孝棋教長出席梵蒂岡的教宗諾望保祿二世的喪禮、以及殯葬教規所引發

的爭論為案例，這些案例造成當時穆斯林族群內部不同見解。 

案例一、殯禮的衝突 

白將軍的殯葬使得穆斯林內部藉此擴大紛擾。這案例從白培莉女士在上一

節已獲得證實33， 終發現穆斯林因白將軍的殯葬產生內部失和。研究中發現，

當時的穆斯林內部因政治企圖與立場不同而產生的宗教內部的分歧是一種政治

的手法挾持宗教意識形態的做法，這類的紛爭本是世俗的、人為的用意居多，

只是利用宗教的因素來做個人政治的目的，讓人婉惜。換言之，穆斯林之間的

事要藉故教法來挾持天下的話，那就爭不完了，內部的分歧就會一直代代相傳，

這非宗教所樂見。對白案而言，部份教親要求白氏的回漢殯葬活動出現漢俗儀

式以及白將軍的「者拿則」提前一小時舉行主麻禮拜，以致部份教親無法趕上

主麻拜，這一切都是孫繩武34的錯，因而在回教圈內要求罷免孫氏的所有職務，

那就顯得事不單純了。以白將軍「先回後漢」的殯葬案，筆者從作者孫繩武《憑  

真主敬告教親書》的自白書中孫氏表示：「政府以現役陸軍一級上將因公積勞

病故的軍禮來榮哀白先生，既是家屬同了意，我們也無法變更的。要說軍葬禮

不必一定在殯儀館舉行，都是政府和治喪會以及家屬的事，繩武豈能負責任。

                                                 
33  見 Barbara Linne Kroll Pillisburymm, Cohesion and Cleavage in Chinese Muslim Minority, 

Unversity, ph.D., 1974, pp151-199. 
34  孫繩武是穆斯林知名教親，當時任「世界回教聯盟」 （رابطة العالم اإلسالمي ，World Muslim 

Leaque）創始會員國理事、回教協會常務理事、台北清真寺常務董事等重要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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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替白府的幾位青年親友講句話，他們很懂教門，把不合教規的軍禮儀式，

請求儘量取消……」35。 

再從過去民國五十年代的幾份有關穆斯林教親殯葬活動的珍貴資料觀察

出，清真寺殯葬會場除了教規應有的特色，像是洗亡人、穿凱凡、站者拿則、

送亡人安葬、唸經接「嘟啊」，以速葬儉葬的殯葬原則以外，也添加了漢民俗

與官場文化，這包括教外親友送花圈、掛輓聯的佈置、舉行追悼會、在「塔布」

上又覆蓋黨旗與國旗褒揚亡人、亡人家屬帶孝答謝來賓、以及百日唸經宴客等，

顯示出當時穆斯林教親在黨政社經的地位受到政府與職場同仁與漢教朋友的肯

定，因此，喪家為了當時官場文化及社會觀感，導致他們由簡葬趨向繁複。回

漢混合的穆斯林殯葬方式，阿訇適時提出異議或是加強與教眾做教義解釋化解

糾紛亦不至於會擴大成宗教內部失和的層面。 

案例二、參加非穆斯林喪禮被判出教 

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七日，馬教長隨同陳總統前往梵蒂岡出席參加教宗諾望

保祿二世喪禮，九日回國後在台北清真寺內流傳參加教外的殯禮是犯了「庫夫

勒」（出教）行為。這一番話題明顯是指「教長出教」，當時在主麻的「胡圖

白」被公開在教眾面前的說法，馬教長認為該阿訇對此事的過程與事實經過有

差距，阿訇應該分辨何者為「出席觀禮」與「參與天主教殯葬儀式」，這是不

同的兩種行為，而且在場的有來至許多伊斯蘭與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元首與政

要36，台北一些穆斯林做出「庫夫勒」（الكفر，al-kufr，出教）37的說法明顯是出

自於個人一家之論。事發後教長並於中國回教會刊〈追憶教宗葬禮側記〉一文

報導在披露出席喪禮之經過，文內筆者提出伊斯蘭教法中有關「法特瓦」（الفتوى，

                                                 
35  見孫繩武，《憑 真主敬告教親書》（自刊），頁 1-4。 
36  當時出席觀禮來自世界各國領袖，包括伊斯蘭國家的元首像是土耳其總理、沙烏地阿拉伯、
海灣國家、伊朗、馬來西亞等穆斯林國家政要受邀參加。 

37  出教 al-kufr 一詞是穆斯林的言行有觸犯認主獨一信仰必須從新宣示信主證言才能成為穆斯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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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atwa，教法釋疑）的嚴謹性與原則性的要求，教長指出：「教法釋疑是對某

穆斯林的言行產生是與非的疑慮時，擬請教法法庭（在非穆斯林社會由穆斯林

學者們商議）做出解釋的一種機制叫做教法釋疑 。做教法釋疑是要謹慎的，宗

教法官、學者、阿訇在未經了解事情的經過與當事人『舉意』之說明前，不宜

做出主觀性的解釋與判斷。就參加『別教喪禮』所發生教法上的疑慮而言，

就專業性作法，應提送當地教法解釋機關（台灣阿訇與學者會議）中達成一

致性結論，再做公布，以不至於造成誤解，避免影響族群團結的力量與氣氛。

真主是全知的。」38  

案例三、被迫火化的教親被拒站者拿則 

據筆者所認識 Z先生他是一為熱心又有幹勁的青年穆斯林，在沙烏地阿拉

伯學習過宗教與語言課程，回國後於 1991年獲沙國回商與台北幾位教中重要人

士支持成立「台北伊斯蘭文化苑」，對穆斯林族群做出許多教育與服務工作，

因苑務工作繁重人事缺乏 後離職前往大陸經商，不料 1998年遇害身亡被大陸

火化送台。以教義的層面來解釋，說他為保護自己身命與財產而身亡應屬穆斯

林的「烈士」身份39，而且火化是非自願應該送台後入清真寺要為他舉行回教的

殯葬儀式，但是當時的掌教人士既「不站者拿則」也不許安葬於回教公墓之內

的判決。當時筆者正是擔任該清真寺總幹事，為慎重其事特別也徵詢了沙烏地

阿拉伯在台灣宣教的阿訇，他對此事持以許可舉行者拿則亦可安葬穆斯林公墓

不影響該亡人的權益。處理宗教的事要合情合理，此事不僅對亡人有失公道，

對家屬亦造成宗教傷害。 

                                                 
38  伊斯哈格‧馬孝棋，〈追憶教宗葬禮側記〉《中國回教》，雙月刊（第 294 期，2005 年 5
月 5日），頁 10。 

39  伊斯蘭的烈士種類，阿奇歌之子扎比爾的傳述：穆聖說：「除為主道犧牲的人以外，以下七
種人也是烈士：（一）患瘟疫去世者；（二）被水淹死的；（三）患胸膜炎去世的；（四）

瀉肚去世的；（五）被火燒死的；（六）被牆倒塌壓死的；（七）分娩、難產而亡的。」又

說：「為保護財產而被殺的人是烈士；為保護自己的生命而死的人是烈士；為捍衛伊斯蘭而

犧牲的人是烈士；為保護家屬被殺的人是烈士。」，以此分類這位穆斯林亡人在非自願與被

迫的情況下被火化，應享有殯葬儀式與安葬在穆斯林公墓內，並給喪家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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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案例觀察，寺方為擔心清真寺許可為火化的穆斯林教親舉行「者拿

則」或是安葬在回教公墓的首開案例，會影響伊斯蘭的土葬原則，會被外人誤

解穆斯林接受「火化」，此種做法犧牲了亡人本身應享有的殯葬權利，這種在

教法上的判斷，增加亡人家屬更多的傷感與遺憾， 後也造成一些穆斯林之間

的隔閡。處理好一場穆斯林的殯葬是把亡人盡快以合乎宗教許可的範圍入土為

安，是讓亡人家屬感受到寺方與教親 大的安慰與協助，這是任職阿訇與清真

寺董事會的基本管理殯葬的原則與態度，這才會帶給亡人家屬對穆斯林族群的

認同。 

從以上的特殊案例就發現「殯葬」常引發教眾之間的爭議，所以殯葬對穆

斯林族群的發展是關係巨大的。筆者以個人的觀察來分析，大致上可從三分面

簡述：一、教條意識的抬頭；二、缺少包容與良知；三、政教領導的失衡。 

第一、教條意識的抬頭 

當代伊斯蘭教條形式全球化的影響，教導了許多穆斯林只講教條而不談修

身，只看教規、外表、形式，而不重教條背後的內涵與精神，尤其是道德方面

的要求更是淡薄而不重視。穆斯林之間比禮拜、比封齋、比朝覲次數、比鬍子

留的長、比頭巾，不看自己的言行舉止與修養，成為族群內部狹隘的標準，反

是輕忽團體和諧與關懷弱勢的社會功修，內部教條化造成族群內部的失和與分

化日益嚴重。筆者認為，這與經典中所要的「遵經革俗」所採用的規勸、包容

的方式不同。此等做法完全不等同於早期台灣王靜齋阿訇與高文遠阿訇的做

法，他們雖然主張「遵經革俗」，但他們也認知到維繫團體和諧的重要性，因

為完全的教條形式之主張，而忽略穆斯林之間常有的善良與相互尊敬的互動關

係將會造成族群內部缺乏人性與感性的彰顯，反是加速一些穆斯林漢化與信仰

激化的原因。大陸當代青年旅居美西的康有璽阿訇曾在一份《高原》穆斯林雜

誌上寫到，他心中理想的阿訇就像是劉安琪阿訇對宗教族群充滿熱愛超越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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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意識。 

康有璽說： 

「劉阿訇的觀念，如何把『教門』40復興起來早已經代替了教派意

識。教派是次要的，而向華人傳播伊斯蘭教，以及幫助華人穆斯林弟

子重新學習教門則是 主要的。」41 

當今新一代的阿訇受到伊斯蘭復古思潮為核心價值，這雖然是「遵經革俗」

的一種正確思維，但其中欠缺熱忱與方法，使得一個正確的改革確被錯誤的手

段給弄巧成拙，就以近十年來台北「者拿則」與「過乜帖」等圍繞在死亡文化

的議題所衍生出來的教法爭論，已日漸白熱化，確是不爭的事實，明顯的影響

台灣穆斯林族群內部的和諧與穩定發展。 

第二、缺少包容與良知 

台灣穆斯林在宗教意識上的弱化，投射在各項的宗教儀式的表現上，筆者

發現大多穆斯林對禮拜動作的生疏，而且大多已不會禮拜，沒事也不進清真寺

的，更不用說回曆的九月「拉瑪丹」要封齋、要繳納天課（ زآاة，zakat）寺裡

或窮人， 多也只是參加一年一度的開齋節會禮了吧，人稱他們是「年回回」42，

他們與非穆斯林 大不同之處只流於不吃「大肉」，做為明顯的「我群」與「他

群」的區分符號了。相信如果他們還是為世俗生活與清真寺保持遠距，不久

後一個與非穆斯林所用來區分的符號將完全消失看不到。在漢文化的生活圈裡

缺少對伊斯蘭教義的學習機會，穆斯林在宗教信仰失去傳承的環境下，今天唯

一還能扣緊穆斯林亡人家庭的關係，就是找阿訇幫忙為亡人「過乜帖」了，阿

訇有這個機會與他們見面，利用「開經」的時候為他們解釋教義，勸慰他們回

歸信仰，這是多好的宣教機會，如果阿訇擔心「開經」觸犯教規，陷入「異端」

                                                 
40  「教門」是穆斯林的經堂語指的就是「伊斯蘭教」。是大陸與台灣穆斯林的常用語。 
41  艾敏主編，〈南加州之行〉，《高原雜誌社》，（雲南：總第六期，2004年），頁 63。 
42  「年回回」是指一年見一次面的回回，他們到了開齋節才進清真寺參加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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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而放棄了他們的需求與見面的機會，反是放棄了他們學習信仰與為亡人

敬孝的念頭，他們必會採用漢俗的方式來向亡人表答追念，這對亡人與亡人後

代都是不好的結果。 

熱心宗教復振的穆斯林教親們應同時還需要加強同情心的養成，尤其要多

對那些信仰弱化的穆斯林與後代們給予更多的包容與關懷，阿訇藉由「過乜帖」

的見面機會與他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不要拒他們於千里之外，鼓勵他們常

來到清真寺，讓他們聽懂《古蘭經》與懂得阿訇為亡人所唸的禱文意思，透過

感人的經文來打動他們的心靈，循序漸進協助他們認識伊斯蘭的真理，這才是

「過乜帖」的目的，這也就是阿訇的宣教的智慧與職責。 

第三、教內政教領導的失衡 

在世俗社會大多數人忙於自己的生活與理想，時間與活動場所被限定與工

作或求知的相關事務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互動也被綁在某一層面的交往

上，世俗生活中的錢財似乎取代了精神與道德的價值標準，成了社會的說教與

支配者，似乎錢財就是身份與權勢的象徵。宗教是講神聖、道德、良心與精神

的事業，是接納世俗生活的人回歸主宰的信仰裡，是讓世俗人回到道德與良心

的殿堂，做深層的內省與悔悟，宗教之地就是世間 後淨土之地，宗教的導師

就是世俗人的勸化者及指導者，這本就是神聖與世俗互為不同的對比職責，但

是當社會的主流價值失去神聖與世俗的平衡發展，並以物質為重的時候，宗教

首當其衝的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在世俗的社會裡世人將大量出現在進出政商市

場，追足錢財與權勢，反之，越來越少的人進出宗教與勸化的社會服務上，而

在宗教場所老年婦女 多。就以台北清真寺做觀察，每週五中午主麻聚禮出席

禮拜的青年就少，現在來了許多印尼與甘比亞的大學生，以及外籍中東南亞的

穆斯林，而本地的穆斯林逐年減少，普遍是年長者來寺，因此，穆斯林的樂捐

日漸短絀，財力與社會地位高的人以無給職加入寺董會，成了宗教內部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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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理的負責人，來領導宗教組織的發展，甚至於支配阿訇推廣宗教教育，儀

典的安排以及教民的婚喪喜慶等俗務工作。這種以政領教的權力分配相對的也

影響了阿訇的地位，而這種現象據胡雲生先生在他的《傳承與認同─河南回族

歷史變遷研究》的研究書裡發現：「明末清初以降，『鄉老社頭』在本坊的地

位，隨着伊瑪目掌教制度和阿訇掌教制度的更替，他們不僅逐漸掌握了從掌教

那裡分化出對政務一定的管理權，而且制約着伊瑪目的選舉和開學阿訇的聘

任，在一些方面開始限制掌教阿訇和伊瑪目的權力。」43這種行政與教務分離甚

至於以政領教的運作形式之確立，宗教的管理朝向世俗權力帶領教務的結構

體，對宗教存在的目的與功能不無影響。此種影響會日益明顯，當教內出現爭

奪資源、教義教法的認定不同、政教運作人事權力消長時就會產生宗教內部的

分歧現象。當今台灣的穆斯林宗教組織似乎已出現這類的現象，值得觀察。 

筆者認為，世俗不是阻礙宗教發展 主要的因素，主要的還是在宗教裡的

良心與道德上，絕大多數有社會經驗、有財經地位的穆斯林被選為宗教組織的

領導人，協助寺裡的阿訇辦理務與教服務教親、開設伊斯蘭的信仰與生活的課

程、帶動弱勢關懷或是擴大到社會公益的參與等等服務，讓伊斯蘭在寺裡寺外

和諧發展，使得政教形成互補互持的關係有助宗教與族群內部的發展。然而，

被選出的領導人如果是另有其個人的企圖，運用金錢與權勢收買信眾，在內部

形成勢力，影響阿訇與宗教和諧的發展，不然就是阿訇運用個人長期與教眾的

關係，累積個人教權的實力與宗教行政形成對立，達到以教領政的企圖，強力

主導其宗教教規的正統性，壓制傳統行政體系，形成政教分化與對立的關係，

以上政教運作方式皆屬非正常的模式。筆者認為，伊斯蘭對宗教的領導人董事

長與阿訇是扮演清真寺的經營者、是宗教教育者、是教眾的關愛者、是公道與

正義的主持者，是勸善止惡與化解紛爭的調解者，一切合作在敬畏與正義之上，

                                                 
43  胡雲生，《傳承與認同-河南回族歷史變遷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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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合作在行虧作歹之下。44所以阿訇與組織的領導人為教親服務增強內部的

凝聚力。但是值得當今領導人與阿訇在「以政領教」或是「以教領政」的運作

上應自我檢視是為教還是為個人的企圖作一思辨。 

少數穆斯林在多數漢民社會因各種原因無法彰顯其助喪功能而影響族群互

助的凝聚力，因此，提出殯葬禮儀的規劃設計與諮詢及專業化的管理與服務的

心態就成為穆斯林殯葬事務極為重要強化的工作。 

首先是繪制一套殯葬服務與作業流程的宣傳單（見附錄六：穆斯林殯葬服

務與作業流程表） 

一、穆斯林重度病患時要準備做的事項 

二、彌留時注意的事項 

三、送亡人到清真寺要準備的文件與繳交的喪葬費用 

四、穆斯林喪禮（見附錄六：穆斯林喪禮手冊） 

                                                 
44  伊斯蘭講「正義」，有關古蘭經裡提到「正義」之處。 
古蘭經第二章第四十四節 
你們是讀經的人，怎麼勸人為善，而忘記自身呢？ 
原文：أتأمرون الناس بالبر و تنسون أنفسكم و أنتم تتلون الكتاب 
古蘭經第二章第一七七節 
你們把自己的臉轉向東方何西方，都不是正義。正義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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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وجوهكم قبل المشرق و المغرب و لكن البر من آمن باهللا و اليوم اآلخرو المالئكة و الكتاب  و النبيين ليس البر أن تولوا 

آتى الزآاة و الموفون بعهدهم إذا عاهدوا و و أتى المال على حبه ذوى القربى و السائلين و في الرقاب و أقام الصالة و 
 الصابرين فى البأساء و الضراء و حين البأس أولئك الذين صدقوا و أولئك هم المتقون
古蘭經第二章第一八九節 
正義絕不是從房後面穿洞進去，但正義是敬畏。你們當從門戶走進房屋。 
原文： وليس البر بأن تأتوا البيوت من ظهورها و لكن البر من اتقى وأتوا البيوت من أبوابها 
古蘭經第三章第九十二節 
你們絕不能獲的全善，直到你們分捨自己所愛的事物。你們所施捨的，無論是什麼，確是真

主所知道的。 
原文：  لن تنالوا البر حتى تنفقوا مما تحبون و مما تنفقوا من شئ فإن اهللا به عليم 
古蘭經第五章第二節 
你們當為正義和敬畏而互助，不要為罪惡和橫暴而互助。 
原文： وتعاونوا على البر و التقوى وال تعاونواعلى اإلثم و العدو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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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過於保守的態度過於簡化殯葬儀式又缺乏熱心與耐心解說儀式與禱文

的內容必然會導致亡人家屬無法感受到殯葬儀式所帶來的誠意以及在宗教與精

神上的安慰與引領，因而一場喪家的悲傷無法獲得寺方的共鳴，那麼亡人家屬

與參加的親友未能宣洩哀傷的情緒的時候，相較於社會上殯葬的專業服務就顯

不足。陳繼成與陳宇翔先生在他們的《殯葬禮儀：理論與實務》一書裡就提到

喪禮服務人員是殯葬的輔導師、協調者、陪伴者，以滿足喪家對喪禮服務人員

的信賴。45 

從伊斯蘭教義角度來看，亡人從歸真前到殯葬儀式中到入土後有相當溫馨

而富有人情味與教胞情的感受，殯葬本就有蘊含著宗教、亡人、喪家、社會互

動於一體的作用，足以發揮宗教對所有參與殯葬者心靈安慰與淨化的功用，從

而獲的他（她）們對伊斯蘭信仰的信賴。 

但事實上，在台北清真寺有一位外國教親說： 

我觀察台北清真寺內的問題是，少數熱心宗教的穆斯林今天已變

成了清真寺裡的糾察隊一樣，他們對外來者給予懷疑的眼光，對宗教

不如他們的就在背後數落嘲諷一番，對不配合阿訇在宗教採行「遵經

革俗」這一邊的教親就擺臉色。46  

歸納研究發現，台灣穆斯林生活在濃烈的世俗與漢俗社會環境下，普遍上

穆斯林在宗教實踐上受到長期的影響，大多數從大陸遷台的穆斯林經過半個世

紀以後，不論是他們本身或是他們的下一代或第二代，甚至於泰緬地區來台的

穆斯林華僑與外籍在台穆斯林正在接受這種宗教信仰弱化的嚴酷挑戰。這種結

論是反映外在的環境是對台灣穆斯林族群發展是有不利因素所產生，因此，伊

斯蘭在台灣的發展除了要仰賴穆斯林內部自身穩定與和諧的條件以外，還要用

                                                 
45  陳繼成、陳宇翔《殯葬禮儀：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頁 171-178。 
46  2011年 3月 25日，主麻日（星期五），報導人 Y先生，於台北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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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耐心與智慧去如何平衡「政教」相輔相成的互動模式，才能走出困境。但

是從長期田野的觀察得知，當代台灣穆斯林殯葬的行為表現，除了發生了漢化

現象以外，讓人擔憂的是晚近伊斯蘭全球化的思潮採取「遵經革俗」的嚴格教

條來強化內部的族群邊界的正統性，產生族群內部排他性的意識高漲，深化了

穆斯林族群內部不穩定的發展。今天台灣穆斯林身處漢人社會的邊緣化，信仰

人口除了凋零老謝以外下一代又後繼無人的情況下，新一代的阿訇應認清在「教

條治教」的同時仍須關注處在邊緣的穆斯林給與他（她）們更多的時間去適應

穆斯林生活，同時，另一方面增加宗教信仰的教育與投注更多的心力去營造穆

斯林在非穆斯林社會裡的便利性，以致於強化穆斯林與清真寺之間的互動與維

繫。阿訇要全面衡量清真寺內與寺外的處境，採取「革俗」的方法與關懷教親

與提供機會教育併進，以不致於發生過度偏廢某一方，穆罕默德先知（安拉賜

他安寧）說：「不以慈愛待人，必不獲安拉之慈愛」，只強調「遵經革俗」的

說法，或許強化了教條的族群邊界明顯度，但也加速了部份穆斯林與清真寺關

係的弱化與邊緣化現象，走向漢化的命運，值得當今穆斯林領導人關注此現象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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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家長來清真寺請阿訇為出生滿月的嬰
兒取經名，現在的家長以不太重視了。

穆斯林的尼卡哈結婚儀式由清真寺的阿訇主
持，新郎要贈予新娘「瑪哈」（聘金）。

早期台灣穆斯林女士過門的嫁妝當中，還有
阿拉伯的經文嘟啊與湯瓶壺。

穆斯林開齋節是一年一度的大聚會，但台灣
的穆斯林都要請假才能到清真寺。 

早期穆斯林男士帶白帽上殿是普遍的習慣。 探訪病患是穆斯林的義務，尤其對重病者要
給予提念清真言。

有越來越多的本地與外籍人士自願宣言： 
我信安拉獨一，我信穆罕默德是祂的使者 

而成為穆斯林。

在漢人社會維持穆斯林信仰與實踐 
是一項長期的挑戰。

台灣穆斯林生活觀察（一）（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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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清真寺教長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協
商教法與教義議題，以達到一性共識。

回教協會每年依沙烏地阿拉伯月曆 
印製伊曆、西曆、農曆分贈教親。

巴基斯坦英國籍宣教團自費來台在各清真寺
拜後進行教義講述。

台北縣白沙灣私有穆斯林墓園，共52穴位，
回教知名教授馬明道哈志安葬於此。

傳統教親下葬亡人還在墳內灑聖水與 
樟腦粉。

基隆暖暖聖城穆斯林私有墓園，共141穴位。

台灣報章電視媒體習慣引用西方觀點， 
以致誤導民眾對伊斯蘭的認識。

有些民眾出於笑果，常拿穆斯林不吃豬肉當
玩笑，而發生衝突。

台灣穆斯林生活觀察（二）（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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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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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殯葬來論述台灣穆斯林的族教復振問題 

整體觀察當代台灣穆斯林是處在以漢文化為主流環境的邊緣地帶，宗教信仰

與生活實踐受到內部與外部的嚴重挑戰，當今族群內部所呈現漢化與分化的情形

也相當的明顯。在上一章裡筆者已分析出這兩種現象的所造成的因素，本章期待

能提供穆斯林族群一些實際復振族教的看法，做為當代阿訇與穆斯林的省思。 

第一節 阿訇角色與族群認同的回歸 

一、加強阿訇的素質 

穆斯林族群的發展主要還是建立在阿訇的身上，這份工作完全是良心、熱

忱與責任為基本態度的工作，阿訇除了必備完整的經學與品德教育之外，仍需

要兼修社會學科（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教育等）的知識，畢竟伊斯蘭是

完整的生活方式，它不僅是人與安拉真主的生活，亦是人與人、人與社會與文

化的生活，阿訇的知識越多元越能掌握其對宗教的發展與管理的技巧與方向。

從阿訇個人的品德而言，他們言行舉止大方並要任勞任怨，全職投入，用言行

身教去服務教眾，感化人心，勸人行善，止人為惡，所以適格又被教眾所愛戴

的阿訇，其條件還真的是要經過不斷的學習、忍耐與磨練，才能因應社會環境

與穆斯林內部的多元需求與變化。 

在台灣整體來看，今天清真寺新一代的阿訇都有伊斯蘭宗教大學學院畢業

的文憑，對台灣伊斯蘭的推展與穆斯林的宗教知識提升是有正面意義的，筆者

以個人從事阿訇的經驗提出當今阿訇除俱備伊斯蘭學科知識以外，更重要的是

個人身教與性格的完備，仍是極為不可或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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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誦整本《古蘭經》的人（ ظفاالح ，al-hafiz）或一定量的章節；背記《聖

訓》；「伊斯蘭律法」（الشريعة，ashshariah）及「伊斯蘭教法」（الفقه，al-fiqh）；

熟諳阿拉伯語與中文能力解讀《古蘭經》與《聖訓》的能力；熟知安拉的使者

與先知以及聖門弟子（األصحاب，al-aswahab）的事跡。 

二、以謙卑的態度帶領教眾進行各種禮拜以及舉行嬰兒取經名、婚姻殯葬

舉行儀式的能力；養成完整的人格與道德修養，有大公無私，主持正義，有感

召教眾棄惡揚善的感染力；用和藹可親的儀態，以性情穩健，慈悲為懷的心胸

與人為善。身先是卒帶領教親服務族群，全心投入。此外，深入了解伊斯蘭內

部的宗派之間的差異性，並能掌握正確的方向，不刻意製造內部分化。關注社

會議題的發展與關心國際局勢的話題，與個宗教界互動關係良好，不排斥異文

化，善用機會宣傳伊斯蘭真諦的能力。 

三、以智慧看當今穆斯林內部改革的問題。阿訇絕不是改革下的分化者，

應站在教眾的學習能力與適應力提出改革教育，化解教法上的爭議，造成穆斯

林內部族群的失和與分化的藉口，一味強烈的搞宗派對立，其後果對宗教發展

是影響深遠的。阿訇不是完美之人，也需見賢思齊，以近代中國四大阿訇之一

的王靜齋大阿訇，以他的寬容和睦的思想與品格，促進伊斯蘭教內部的團結，

主張教派之間互相團結，各美其美，消除當時新教與老教間的矛盾和摩擦。他

反復強調伊斯蘭教四大教法學派雖在教法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

原則是一致的，他說「穆斯林並不影響跟不同教派伊瑪目禮拜，何苦在枝節上

結怨為仇，同室操戈呢？」他主張穆斯林與穆斯林、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都要平

等友愛相待，友好合作。1另一位達浦生大阿訇對「開經」提出他的經驗與獨特

看法，值得台灣的阿訇們參考，他說： 

余本諸志誠遵諸教義敬告我全國教胞欲「誦經」仍就舊式誦經之

                                                 
1  《中國穆斯林》（總第 186期）（北京：中國伊斯蘭教協會，2010.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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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恭請掌教阿訇及諸親友聞經者會集一堂，改誦經詞為講經解義，

時間之限度仍照誦經之長短，如此，一則、可以講經宣教家喻戶曉，

俾吾男女教胞得知古蘭經內容而聞伊斯蘭大道，于是教因之而興，理

因之而明；二則、講者聞者立意，功歸亡人，祈必准罪必赦； 三則、

此風一開，民風必樸，民德必厚，一切作奸犯科可逐漸減少；四則、

誦經中發生一切違經背義之處，教胞中發現種種糾紛，不求解而自解，

夫僅僅以講易誦，收獲不只億萬倍，親愛教胞胡為乎不樂于改善，余

薰香禱祝以待之。2 

學習成功阿訇的風範，像是中國近代四大阿訇王靜齋與達浦生、馬松亭、

哈德成，他們「經漢兩通」為人和氣，與人團結，其宗教與人生歷練充滿智慧

與經驗，值得後學阿訇學習。當今阿訇與掌教的人以及眾穆斯林應以《古蘭經》

裡所列「我被差遣為聖，只是慈愛眾世界。」在《聖訓》裡所列「我被差遣而

來，是為了完美其道德。」做為檢視自己的尺度。 

二、強化教長會議解決教法分歧 

（一）教長會議的重要 

據筆者手邊的資料顯示，全台教長會議首次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由前台北清真寺教長定中明阿訇發起邀集全台阿訇與留學阿拉伯的宗教學

生，討論穆斯林在台發展方針與協調阿訇之間在進行教法與教義解釋與做法上

達成一致性的共識為目的。第二次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三十日、第三次於民國

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都在台北清真寺舉行，共進行了三次，但整體在推動宗

教事務上的助益仍是有限，原因很簡單就是清真寺董事會的行政事務運作與阿

訇的教務無法配合。因此，強化阿訇的會議必然也需要提高阿訇地位與角色，

同時行政人員的宗教信仰與實踐仍需提升，不然政教分離之下仍舊無法相得益

                                                 
2  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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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由台北清真寺馬孝棋教長接續過去定教長的「全

台教長會議」，以伊斯蘭協商（شورى，shurah）3的精神與依據教法的明證和理

性的探討，提出多種教義問題，以筆者「歷年台灣教長會議討論議題」記錄製

如下表。 

表 3 民國 89 年-94 年間台灣教長會議討論議題 

日期 地點 內容 

民 89.11.4  北寺 全台看月與入開齋日期統一、全台教長配合回盟辦好明年宣教

班、全台入教結婚表格統一格式化、全台教長會議各寺每季輪

流舉辦。 

民 90.3.31  中寺 入教與結婚證書發證辦法、各寺經書目錄表以利交流、青少年

夏令營授課與時段分配。 

民 90.7.28 龍岡寺 主麻前瓦爾茲時間併入呼圖白講述。 

民 91.1.26 北寺 回 1422年忠孝節、為亡人拜後或走墳在家唸經就教法上提出共
識。 

民 91.5.11 高寺 教長主麻每季交換一次車費由寺支付、各寺禮拜時刻與程序儘

量一致。 

民 91.9.29 北寺 回 1423年入開齋時刻表、製作 92年回曆、製作中阿教義字彙
對照表、分配 92年冬令營課程與時段。 

民 92.3.15 高寺 伊斯蘭教遺產繼承法、統編教材、夏令營和宣教班課承與時段

分配。 

民 92.6.35 北寺 聖訓之冠格言選集提供給回教基金會、92年入開齋日期、規範
台灣穆斯林網路留言板、統一採用《光明的基礎》anunurani 
al-qaeedah阿文拼音版本。 

民 92.10.18 中寺 今年入開齋日期依 92.6.25 會議決議辦理、93 年教長交換主麻
日交流定每月 4.7.10 月的第三週、臨時動議：趙博士提議舉辦
「宣教人員培訓」。 

民 93.2.14 龍岡寺 《光明的基礎》編排進度、擬辦全台古蘭經朗誦比賽、擴大教
長會議參與人員、教法上的婚喪程序、臨時動議每次會議應設

主題討論或發表。 

                                                 
3  伊斯蘭事務採取شورى ，shūrah協商制。 
原文： شورى بينهمالوأمر   他們之間的事務協商解決之。 



第四章 從殯葬觀察論述台灣穆斯林的復振工作 135 

 

日期 地點 內容 

民 93.8.28 高寺 教法上的婚喪程序與異端行為、防範外籍婚姻中文文件認定問

題、入開齋通報事宜、全台回教墓區設 10 座用做輪葬墓穴試
範、「瑪哈」（مهر，mahar，新郎給新娘的聘金）的 低額度、

改本會會議名稱、訂 94年工作計畫。 

民 93.12.25 中寺 本會名稱擬由馬阿訇與回協協調加強教義組功能、麥子錢專款

專用須節日前施捨出去。 

民 94.3.26 北寺 教長會議列入回協教義組進行、再議是否能為亡人唸經、開設

常態朝覲課程提高朝覲者素質、臨時動議推廣教親取經名、制

訂入教者加入伊斯蘭學程教育辦法、制訂穆斯林輪葬管理細則。

就針對亡人「過乜帖」、「開經」大多阿訇的想法是以達成「勸化與宣教」

為目的的共識。阿訇為亡人家屬「過乜帖」可在家或是在清真寺或是在墳上，

好是開經前先講一段教義，再唸幾段《古蘭經》並做中文解釋，再就是教授

他們唸讚主詞，以及唸「嘟啊」並用中文將祈禱文唸給他們明白。整個過程帶

有宣教與教育的感動言詞，容易喚起聽者的共鳴，他們都認同這是能聽懂，能

參與，能學習的方式就達到了「過乜帖」的目的，比起傳統上的「過乜帖」是

有聽沒懂的好上太多。 

有關收開經「黑底耶」的問題，是見仁見智的，大多阿訇主張在台灣目前

的環境，許多教親都承襲老一輩的做法要求阿訇開經拿「黑底耶」是許可的，

但有些阿訇是把它再轉贈需要的人，達到回賜均霑的福份。有一位耆老說到： 

「我認為阿訇唸經拿『黑底耶』是許可的。因為阿訇是專職的工

作，收入微薄，需要生活與養家，接受教親的捐助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且捐助的教親也是有回賜的，我們回民捐乜帖給阿訇與清真寺是「索

德課」（صدقة ， swadaqah，樂捐），是一種善功，將獲得安拉回賜

的。」4 

在非穆斯林的社會裡宣教不易，教親互動有限，在此特殊情形下，為亡人

                                                 
4  2010年 4月 4日，I耆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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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乜帖」就成為一種族群互動與強化宗教意識功能。教親普遍受漢文化影響，

宗教意識淡薄，如果阿訇拒絕陪同教親上墳而放任教親自行隨性對亡人表示敬

拜，那反是加速教親漢化的因素。以筆者多次在清明節上六張犁回教公墓所觀

察的經驗，在那段時刻會出現失聯的教親，需藉機大力傳達正確上墳須知給他

們，並提供義務開經的服務，適時以和氣的態度勸導他們走墳時禁（一）攜帶

寵物與亡人照片；（二）不要請教外道士為亡人誦經；（三）不要向亡人鞠躬、

叩頭或行其它宗教祭典儀式；（四）不要攜帶獻花、供品、燃燒紙錢、燒香等

祭拜品。 

（二）新一代阿訇的理性知識與法治觀 

台灣民國六○年代起從「中國回教協會」大力培養穆斯林宗教人才，送青

少年前往阿拉伯國家留學，經過十年陸續回台，由於阿訇的工作責任重大，薪

資待遇比不上社會來的優渥，而且寺與會沒有提供職務上的保障，所以少有人

願意在清真寺做阿訇職務。因此，「中國回教協會」民國八十年（1991年）借

重緬甸籍雲南穆斯林華僑陳永武阿訇，成為 早外聘來台灣就任高雄清真寺當

任教長工作的一位，民國八十五（1996年）「中國回教協會」，深感各地清真

寺教務吃重阿訇嚴重不足，經台灣的泰緬教親商議再聘請泰國緬甸籍的年青華

僑來台各清真寺擔任阿訇與宣教工作，至民國九十五年（2006 年）止共聘進 7

位阿訇來台為清真寺服務。5 

當代阿訇的阿拉伯與伊斯蘭教育學歷背景雖有不同，整體而言，宗教的思

維與實踐還是帶有泰緬甸當地雲南哲瑪提的影響，他們在埃及、敘利亞留學學

習宗教教義與教法，與當地穆斯林生活，也沒有變成執著的宗派主義者

（schism），他們來到台灣各清真寺還是與當地穆斯林教親過去原有的一些傳

                                                 
5  中國回教協會 1996 年聘柳根榮擔任龍岡清真寺教長；同年聘閃耀武擔任台中清真寺教長；

2000 年聘王柱良當任台北清真寺副教長一職；2003 年聘馬吉盛與保孝廉擔任宣教士；2006
年聘馬超興與馬永堅擔任高雄清真寺宣教職務，以上共聘 7位外籍泰緬華僑來台任各地清真
寺教務，進入泰緬雲南籍青年阿訇治理台灣教務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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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替教眾服務與解說教義，值得觀察的是，這一些新一代的阿訇與過去的阿訇

不同的之處，表現在語言的操作與教法的理解能力都有深入的知識背景。 

語言方面，新一代的阿訇使用正統阿拉伯語字母拼讀法教育穆斯林，取代

了過去前輩阿訇所使用的經堂語詞彙與拼讀。教法方面，新一代的阿訇對「四

大學理」不同的立場與伊斯蘭的一些宗派現象都有深度的認識。基本上他們對

於過去前輩阿訇的做法仍給予尊重，為了族群內部和諧，儘量是透過教長會議

來解決教法上的爭議，現階段並不鼓勵採取「遵經革俗」做法，也不把教法爭

議的問題擴大到穆斯林教親之間，大多阿訇主張教法理性觀，避免宗教過度熱

情而發生非理性行為，例如，當今穆斯林族群內部強調五大功修（唸、禮、齋、

課、朝）的重要而忽視人與人的社會功修（宗教活動聯誼、慈善義賣、環境保

護、醫療救助、勞權維護、弱勢關懷），人只重個人的功修至於人品道德或是

與群體的關係就可疏忽，對宗教的發展不無影響。 

世界回教聯盟（World Muslim Leaque）的秘書長涂奇博士（Dr. Turki），

以嚴肅的態度大聲疾呼表示說： 

今天我們犯下嚴重的錯誤，是將「信教虔誠」與「極端或恐怖」

行為，不加思索的混為一談，這是不正確的作法。伊斯蘭是憐憫、公

正、易行、清楚的宗教，訓示穆斯林之間，甚至於與不同宗教信仰的

人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間，要以慈愛、寬恕和諧相處。6 

涂奇秘書長一語道破說出今天伊斯蘭正面臨嚴峻的挑戰，而這個挑戰並非

來至外來的威脅，而是穆斯林自己本身對伊斯蘭教義認識的不清所造成。如今

                                                 
6  馬孝棋譯，原文見《沙烏地阿拉伯朝覲月刊雜誌》，2010年 3月份第 65期。 

أوال خلط التدين و بين التطرف ： يلقاه الكلمة من األمين العام لرابطة العالم اإلسالمي الدآتور عبد اهللا بن عبد المحسن الترآي 
فاإلسالم دين السماحة و العدل و اليسر و الوضوح و هو دين يدعو إلى المودة و  ﹒أو اإلرهاب خطأ آبير و تصور غير صحيح

و البعض يقع  ﹒ و التعايش السلمي مع اآلخرين سواء أآانوا أصحاب ديانات سماوية أو من الذين ال دين لهم و ال هوية الرحمة
في هذا الخطأ نتيجة جهل باإلسالم و نتيجة عدم القدرة على رسم الخطوط الفاصلة بين تيار التدين و تيار الغلو و التطرف و تيار 
﹒اإلرهاب  

  2010 إصدار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هر الثالث لعام   65قم المراجعة مجلة الحج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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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穆斯林知識份子認為只要禮拜守齋、男子蓄鬍、女子帶頭巾、天天上清真

寺學習宗教知識，就可算是虔誠敬主的穆斯林，至於做人處世與個人的修身養

性，便可不顧，讓搬弄是非、亂傳閒話、不守法際、刻薄排外、自命清高等行

徑，任意放縱，豈不是忽視了伊斯蘭的道德功修。穆先知說，「我為完成高尚

的道德而被差遣而來。」，可見得道德的重要性也是待提升的。 

縱觀伊斯蘭傳到中國在來台灣，先賢抱持對宗教信仰與宗教功修以外，其

實他們在道德人品與社會功修上完全站在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計個人名利極力

維護「哲瑪提」（教坊、族群、團體）而努力。台灣的哲瑪提雖說沒有像大陸

以寺圍居所形成教坊的程度，但台灣發展六處清真寺提供當地穆斯林禮拜及婚

喪聯誼的族群功能業已補實了當地哲瑪提的需要。過去維持以清真寺為台灣穆

斯林的哲瑪提活動型態，阿訇與清真寺董事會相互協助相互尊敬，當地教親信

任阿訇與董事會發展哲瑪提，各知角色與責任， 起碼都能維持基本上的團結

與和諧的景象。 

有位教中耆老說： 

如今新一代的阿訇從阿拉伯學經回來，宗教思想只看教法而忽視

國家的法律，這種做法不妥。過去內部有分裂是因為爭社會、爭教眾、

爭教法上的細微末節所發生；今天內部的分歧是把國法的問題用教法

來辦，讓教親不知要聽誰的話，寺內的亂象不說自明。7 

資深教親對內部的宗教熱忱人士應保持守法理性為宜，只執著在教法至

上，而忽略個人修養與法治社會的尊重，那團體的和諧就失去基礎。某資深穆

斯林教親在電子報發表看法，寫了〈穆斯林不能放棄當地法律〉一文，8奉勸教

眾以和為貴，以法為重，值得當今穆斯林理性思考，筆者從該文中提出三點觀

感。 

                                                 
7  2011年 3月 15日，D哈志，台北清真寺訪問。 
8  見皈依穆斯林電子報，第 243期，民國 99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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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穆斯林以協商討論所達成團體運作的章程，這中間的任何條文就以

被「教法」所付予它存在的精神與價值。如要增修刪減也透過穆斯林的協商機

制與程序完成。 

第二、一般教眾參與教法信口開河，無疑是犯下對教法不敬的錯事。教法

解釋的宣判是宗教事務中 為專門的學識，很多都以私害公無法公道排難解

紛，反而是誤導對伊斯蘭的正確信仰，所以該教親他認為： 

一般的日常所需，有關教門（伊斯蘭）禮儀、婚姻、遺產分配等

等的解釋與教導，可以由清真寺教長或學有專精的人解釋。 

第三、每一位都有權利為安拉的主道做善事，如果是清真寺團體性質的就

是屬團體大眾為利益，如是個人的就與清真寺團體無關，不能憑着個人的使命

感作崇，侵害他人與團體所達成的共識。該教親對此認為： 

穆斯林事務是不容有私心的，尤其是「使命感」的潛意識很可能

令人無法採取超然的立場。 

筆者認為，在非穆斯林的國家裡穆斯林要堅守自己的宗教信仰與遵循自己

的生活方式，與其它宗教一樣受到社會的尊重與政府法律的保護。教法與國法

之間並無任何衝突與排斥，穆斯林應該守國法與教法。 

阿訇行教需要任勞任怨，每一位教親都是阿訇的羊群，要以耐心與愛心循

序漸進把錯誤帶入正途，所以大部份阿訇都主張以傳統現有的殯葬活動做合於

教規的改進，目的在藉機會強化穆斯林教親對宗教的信仰以及對族群的認同，

而不採過度「教條式」的改革，導致族群內部的分化與穆斯林適應教法的困難，

而產生排斥教法，遠離清真寺實為台灣穆斯林族群的一大損失。穆斯林青年于

嘉明就提出其個人觀察的結果值得當今阿訇省思，他認為，新觀念的做法帶來

族群內部適應問題，今日在台灣，由於自伊斯蘭國家留學歸國的年輕一輩教長

們帶來與所謂傳統不同的「新觀念」，儘管這樣的理念是正確、有所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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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一般穆斯林仍有困惑與適應的空間與歷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接受

與既有認知相異的觀念。9 

 

第二節 強化殯葬功能提振穆斯林的宗教意識與認同 

一、走墳藉機勸化 

據筆者長期觀察，有些「遵經革俗」的教親，他們只想要革除與宗教無關

的漢俗行為回到早期穆罕默德先知的時代，像是不為亡人唸經、墳型墓碑簡化

到類似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墓園（بقيع الغرقد ，baqeea alqharqad）不造墳、簡化

墓碑內容像是去除墓碑上的阿拉伯經文，只保留用中文與阿文的姓名、不鼓勵

穆斯林去參加非穆斯林的喪禮，那怕是自己親人的喪禮也不例外，亦不主張穆

斯林為亡人唸經時要「炸油香」分贈送給教親食用，另外不主張穆罕默德先知

的紀念聯誼的活動、開齋、封齋要聽從沙烏地阿拉伯麥加的訊息為準，所有一

切都回歸經典與教法，凡是經典上沒有的或是漢俗所有的都是「異端」行為，

像是主張當今在漢人社會所吃的粽子、月餅、農曆年的年糕等都是漢俗的民間

信仰食物，穆斯林當盡量避免食用與販賣，全面推展革俗思想。 

對此有些阿訇與穆斯林教親保持不同的立場與看法，穆斯林的教規在漢俗

社會經過長久的互動變成約定成俗，出現漢化現象，所以改革宗教回復宗教的

純真度是值得肯定的行為，但是他（她）們也強調，當改革只形於口號與形式，

或只是過度的高調自己的正統性，而不以教育循循善誘的話，改革反是造成內

部敵我的分歧越加明顯的因素，這類的改革有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後果，而

                                                 
9  于嘉明，《在台泰緬雲南籍穆斯林的族群認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9，
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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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受害者應該是內部族群的失和以及斷送了那些信仰已弱化的教親和清真

寺原有的互動基礎與關係。再就是宗教信仰有不同程度，熱衷宗教的人要關懷

信仰弱的教親，有能力的教親要提供能力不足的教親，如果宗教只是滿足於一

些部份的信眾人，清真寺成為虔誠信徒盤據的地方，反是形成派系與封閉，結

果是減少了宗教人口，又分散了族群的凝聚力，這樣清真寺更顯得封閉與保守。 

阿訇不能只是靠冷漠而缺乏親切的「革俗」方式來帶領宗教與族群，只關

切信教虔誠的穆斯林，而冷漠對待信教弱化的教親，與他們保持陌生態度，這

有如剪斷風箏的線，讓他們永遠的離開了安拉的家-清真寺-永遠流落在清真寺

以外的地方，再也不進寺的大門。阿訇須與這兩類教親視為一體共處，利用各

項儀式與活動的機會宣導教義與教規，鼓勵他們增進信仰與喜歡穆斯林族群。 

有一位報導人直言： 

以前阿訇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項就是為教親辦理生老病死的事，像

是家裡生了孩子就抱來清真寺給阿訇取經名；家人生了病就請阿訇到

病人面前念「嘟啊」；家人「無常」（去世）就送來寺裡給阿訇舉行

「者拿則」等，這本來就是阿訇的職務，教親透過與阿訇的互動，養

成宗教的行為與清真寺保持了互動關係。10 

另一位記憶家鄉過乜帖的氣氛說： 

回教很重視為亡人過頭七，四十天，百日，周年的，在我們雲南

老家會請親朋好友到寺裡禮拜唸經做嘟啊，之後一起口道（吃飯），

氣氛熱鬧的很。過乜帖通常是禮完「撇申拜」（晌禮）或是「底戈爾

拜」（晡禮）或是的「沙木拜」（昏禮），阿訇就在大殿面對教親開始

唸經，之後阿訇帶領大家一起接「嘟啊」，然後就一起用餐「口道」。11 

                                                 
10  2010年 11月 5日，S報導人，於台北清真寺。 
11  2010年 11月 5日，T報導人，於台北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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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留學伊斯蘭阿拉伯國家受聘來台的雲南籍泰緬阿訇對過去家鄉傳

統殯葬儀式與習俗保持尊重傳統的做法，除此外還有一項在台灣少見的習俗，

教親到喪家悼念亡人唸 zikar（讚主詞）又稱「數豆子」回賜亡人、亡人安葬後

七天、四十天、周年等請阿訇到喪家「開經」接「嘟啊」，以上這些傳統對雲

南教親而言是宗教與族群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開經」成為穆斯林社交聚集來

往與展現「回回一家親」的精神認同符號。 

筆者在 2010年 7月 17日的電子郵箱接到旅沙耆老的來函，老人家建議清

真寺幾項工作： 

一、培訓一個上門「宣教班」，遇教親邀請到家念「平安經」、

「紀念亡人」、「做知感」（唸平安經），或陪遊墳求恕，可應邀派

出四人小班準時前往，念經並開講，不收費，接受「經桌」招待，「蓋

碗茶」四小碟，加一主食，維持儉樸傳統，拉近回眾(尤其青少年)與教

門關係，提高念經人尊嚴。 

二、建立新的「開經」方式，務與宣教結合，提高全坊信德。過

去阿衡（訇）來家「開全經」或念「十八索絡」12，是舉意虔誠，潔備

「經桌」，分請阿衡誦經，鄉老聽經，本家在阿衡誦經時，是採跪姿，

稱為「跪經」，全場至為嚴肅。事過多年，如今巳無人聽得懂，而開

經「本家」亦不懂經，為表誠意，重在「席桌」上，甚至麻將、啤酒、

流行歌曲助興，有害無益！建議寺中再遇類此舉動，改備宣教單頁，

中阿英三語，選最實用的一、二章節，向大家講解，即使在場的教外

朋友，或尚未成年的小朋友，也會感到回教很有道理。最後由「開經

班」輪念「十索絡」，然後「圓經」「接禱」散會。你我他會感覺這

樣辦，辦一次有一次進步，有一次實惠，這便是開經的回賜！必比侈

                                                 
12  「索絡」指《古蘭經》（ورة surah）章節，1章稱， س 1個索絡，《古蘭經》共有 114章，

6236節，十八索絡指古蘭經 後的十八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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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開全經」「十八索絡」，大吃一頓，心不在焉，徒具形式者有用。 

以這位教門資深的耆老，基於漢人社會裡穆斯林少有進寺學經的機會，宗

教意識逐漸淡薄，所以主張藉走墳唸經或是開經的機會來教導他們，一方面拉

攏他們向寺，一方面增進他們的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感，筆者經常到回教公墓

為教親走墳，發穆斯林走墳須知宣傳單，尤其是在清明掃墓節，就會見到許

多亡人後代掃墳，藉此機會進行勸化工作（附錄四：「穆斯林走墳須知」宣

傳單）。 

這裡 H 女士說：「我喜歡馬教長走墳，我帶全家大小三代約馬教

長走墳，希望藉機會解釋穆斯林的『靈魂觀』與『孝道觀』給小孩們

聽，還有聽聽《古蘭經》章節的聲音，而且馬教長會在接『嘟啊』之

前教大家學習唸  سبحان اهللا - subhanallahi（讚主超絕）3 遍、 الحمد هللا - 

al-hal-hamdulillahi 一 切 的 讚 美 全 歸 屬 安 拉 ） 3 遍  –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lailahainlanllah（萬物非主，唯有安拉） 3 遍、اهللا أآبر  – allahu akbar 

（安拉至大）3 遍，這種過程讓我們學習也讓我們有參與感，有機會

教育與表達孝意的感覺，以前的阿訇只唸阿拉伯語經文，我們聽不懂，

馬教長會用國語唸「嘟啊」讓我們很有感受，我對於現在有些阿訇不幫助

教親走墳是很可惜的做法。」13 

墳地勸化是穆斯林及其後代教育的機會，對現代穆斯林相當需要。今天工

商忙碌要見到他們不容易，所以他們主動找上阿訇，阿訇就要把握，提供服務。

香港的王孟揚阿訇說：被動的積極是很好的機會。而對還有一線希望的穆斯林

後代給予 後 關鍵的機會教育是阿訇「憐憫」的表現14。王阿訇以《古蘭經》

第 80 章「阿百塞」第 1-10 節為要義，安拉說：「他曾皺眉，而且轉身離去，

因為那個盲人來到他的面前。你怎能知道呢？他也許能受薰陶，或聽忠告，而

                                                 
13  2010年 4月 5日，H女士報導。 
14  2011年 3月 18日，香港王阿訇，台北清真寺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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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教義。至於自滿者，你都逢迎他，他不受薰陶，於你何干？至於殷切地來請

教你，而且心懷敬畏者，你卻怠慢他。」15。筆者也認同伊斯蘭的場域清真寺與

穆斯林墳地都是阿訇勸化教眾的地方，在墳地更是面對「信仰與死亡」教育

佳地點。這裡從《聖訓》中找到墳地勸化的依據，阿力的傳述：「在白基爾．

赫爾格德墳地中，我們參加了一個殯禮，安拉的使者也來了。他坐下了，我們

坐在了他的週圍，使者拿著一根拐杖，低著頭，不停地用拐杖戳着地面。然後

他說：你們中的每一個人在火獄中的位置或天堂中的位置都已被寫定。大家問：

安拉的使者啊！難道我們不依靠功過簿嗎？他說：你們努力工作吧！每個人都

順應造化而方便易行……。」16 

從墳地勸化的角度而言，阿訇藉為亡人「過乜帖」宣教，將正確方法教導

他們，逐年後傳統念經的「異端」行為就自然消失，這在王明珂的《華夏邊緣：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乙書裡記載：「集體受難經驗常成為凝聚族群認同的工

具，儀式化的定期紀念此經驗，得以強化及維持族群邊界。」17 

二、解決六張犁回教公墓飽和問題 

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台北市政府授權回教協會使用「台北六張

犁回教公墓」（附錄五：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簡述），以供應北區教胞（新竹

以北之地區）喪葬使用。過去複雜的因素，造成多種日後難以解決的問題，地

方民政主管機關對此尚無提出有效解決辦法，而穆斯林教親對該公墓的飽和問

                                                 
15  馬堅譯，頁 585。 
原文： عبس و تولى أن جاءه األعمى و ما يدريك لعله يزآى أو يذآر فتنفعه الذآرى أما من استغنى فأنت له تصدى و ما عليك

عنه تلهىأال يزآى و أما من جاءك يسعى و هو يخشى فأنت    
當時有位盲者阿布都拉賓馬克吐木來找穆聖，穆聖因接待客人無暇接待突如其來的盲者，穆

聖臉上對他表露出皺眉與怠慢，所以安拉降下此經文，這裡說明來到寺裡求教的穆斯林與非

穆斯林，阿訇應用智慧與愛心來回應來者，俗語說：「來者不拒」「好言相勸」，假設來者

是請阿訇為亡人開經的，阿訇也應以禮藉機教導，而非拒人於千里之外。 
16  利瑪目腦威‧葉哈雅著，《利雅德聖訓集》，頁 239。 

 اهللا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و سلم فقعد  و قعدنا حوله ومعه آنا في جنازة في بقيع الغرقد فأتانا رسول：عن عل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ما منكم من أحد اإل وقد آتب مقعده من النار و مقعده من الجنة ：مخصرة فنكس و جعل ينكت بمخصرته ثم قال 

                               إعملوا فكل ميسر لما خلق له  متفق عليه              ：يارسول اهللا أفال نتكل على آتابنا  فقال ：فقالوا 
17 王明珂，（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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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仍持續期待主管機關能盡快提出善意的解決之道。過去台灣老一代的穆斯林

少有遷墳起骨的觀念，回教協會老一代難以形成穆斯林輪埋共識。民國九十二

年四月中國時報登載「回教徒：怕死無葬身之地」一則震撼了穆斯林族群的消

息。該文披露北市府社會局無法再為回教徒提供土地做為土葬墓園，同時也希

望回教徒因應時空轉變調整教規，改以輪葬或火化方式處理，又說，回教徒「永

久葬」特殊需求與本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有違等語。筆者對此看法，當今

台灣整體外在環境的受限、政府鼓勵民眾火化政策、誤解回教採行「永久葬」

有違輪葬的觀念、對安葬六張犁回教公墓者處以罰鍰18的回應與做法，極為不

妥，有待地方民政機關正視其問題的嚴重性。台灣穆斯林雖為少數，但族群文

化特殊應受市府正視與關切。面對穆斯林「死無葬身之地」的困境，政府的立

場相當重要與急迫，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忠堯哈志

接受中國時報採訪的時候說，回教徒真是「活得困難，死也困難」19。 

為了正視此問題的發展，穆斯林自己要提供解決方案，（一）繼續與台北

市府溝通解決現有回教公墓問題；（二）穆斯林內部自行協商以穆斯林教法所

容許的輪埋方式；（三）穆斯林自購私地建墓等方式來解決墓地問題。民國七

十一年（1982 年）由楊連仲教親向龍巖購買白沙灣 52 私人墓穴設置伊斯蘭教

墓園，又在民國九十七年（2008年）一月三十一日台北教親託台北清真寺與台

北聖城事業在基隆暖暖設置穆斯林私人墓區共計 141穴位。民國九十三年（2004

                                                 
18  資料來源：一、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七日台北市社會局北市社七字第○九三三九○○二○○號
函致四位北區亡人教親家屬「台端於本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段本局將依法科罰。此案周姓教

親於民國九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完納罰鍰新台幣三萬元，之後市府又在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九

日與九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繼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以及同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台幣 3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外，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
續處罰；必要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起掘火化後為適當之處理，其所需費用，向

墓主經營人、營葬者或墓主徵收之。二、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函受文者金俐彣小姐，發文字號：

北市字第 09630713200號。 
以筆者經驗，過去市府對回教協會與市府所簽定使用六張犁回教公墓之合約保持疑慮，導致

一些難以解決的諸多問題發生。民國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筆者了解北市民政官員已有正

面而積極回應的準備，將承認回教協合法使用，但必須依程序繳付規費辦理埋葬程序採用穆

斯林輪埋，希望此事市府盡快審慎辦理。 
19  見中國時報，民國 92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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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二十八日「全台教長會議」上首次提出「回教公墓設輪埋專用墓穴」

之可行做法，以舒緩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地飽和問題，經過阿訇們多次協商後

認為，達成教法上一致的共識，容許在「情勢急迫」的條件下可以推行穆斯林

墓穴輪埋管理，因此，回教協會於民國九十七年（2008年）二月十日擬定「六

張犁回教公墓首推輪埋墓穴作業相關要點」。以伊斯蘭的教義只能採行土葬，

對於地狹人綢的地區穆斯林族群一定會面臨墳地不夠用的問題。其實追本溯

源，墓地飽和的問題已在七世紀穆斯林的兩大聖地麥加與麥地那墳場的做法就

發現墓穴重覆使用的管理方式，以「聖地模式」提供了台灣穆斯林在面臨「死

不葬身之地」的危機下有了轉機。今天以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飽和問題必然可

從聖地模式來找到暫時性的解決方式，但是穆斯林長期受到漢文化風水觀的影

響下，漢化的穆斯林認為遷動祖墳要由祖先來決定，生怕招致子孫惡運，故多

忌諱與讓推行穆斯林輪埋、起骨骸受到一些阻礙。 

現行回教協會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穆斯林輪埋墓穴做法： 

一、現階段所開挖之預備墓穴均為輪埋墓穴，如亡人家屬願意使用需簽定

輪埋切結書（見附錄七：使用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輪葬墓穴切結書）。 

二、禁止教親未經回教協會許可不得擅自在該墓地上開挖墓穴。 

三、調查「無主孤墳」，經公告數日無音訊者，依伊斯蘭教義進行開墳起

骨再遷至小土坑安置，再將孤墳重新整理或擴增之墓穴做為輪埋墓穴使用。 

四、使用該公墓須知： 

（一）確認亡人穆斯林身份。 

（二）遺族儘速向當地清真寺繳交死亡證明書與身分證三份影本填寫本會

「抬埋証明」（見附錄八：中國回教協會北區公墓管理委員埋體認證書），必

須簽定輪埋切結書，並繳納墓、骨骸小坑、公墓環境維護等費用，得安葬六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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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回教公墓，拒簽者家屬可自行選 擇其它墓區安葬。 

（三）亡人家屬向回協繳納費用：1.（每人每年回教協會會員費新台幣 300

元）、2.公墓維護費（新台幣 20,000元）、3.繳納墓穴費（新台幣 60,000元）、

骨骸小坑（新台幣 10,000 元）、4.台北清真寺繳納殯禮代辦費用（見附錄九：

台北清真寺喪葬殯禮代辦費明細表）。 

台北清真寺喪葬殯禮代辦事項與費用：1.凱凡布麝香及清潔衛生用品 2,500

元、靈車 5500元、封穴工資 1,000元、代洗亡人乜帖男（數人）共 6,000元，

女（數人）共 9,000元、抬亡人（數人）共 3,600元、阿訇乜帖 2,000元、下坑

1,000元、捐寺乜帖不等。寺方可協助代租小巴與餐盒。（三）舉行殯葬儀式（洗、

穿、站、埋、祈）。（四）發送公墓依回教協會抬埋證明上所指定墓穴安葬。 

五、墓穴規格：墓基（深 110 公分*長 210 公分*寬 70-80 公分）、地上建

物：（高 12公分*長 230公分*寬 75-85公分）、墓碑規格：（長 88公分*寬 40

公分*厚 2公分）。 

六、第二階段勸導亡人家屬將所預留之未挖土地提供出來由回教協會規劃

為輪埋墓穴或將數十年以上之老墳在雙邊（回協與穆斯林家屬）達成一致共識

同意開墳起骨骸騰出做自己家族優先輪埋的墓穴。 

伊斯蘭在解決墓地有限的問題上，並未讓穆斯林產生困擾。伊斯蘭不主張

「永久葬」，可採「一墓多葬」方式重複使用墓穴，教義的做法上是將朽骨用

白布包裹再直接轉骨骸區入土安葬，所騰空的位子再鋪設新土，讓新的亡人再

安葬使用，這是伊斯蘭喪葬中節省土地，避免與活人爭地的權宜之計。台北六

張犁回教公墓從 2009年開始採用穆斯林一墓多埋的重覆使用方式，至今就等待

市府大力協助回教協會儘速合法解決公墓問題。 

三、認知助喪的重要性 



148 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 

 

助喪是協助亡人家屬處理有關亡人事前事中事後的殯葬事宜，以及協助關

切喪亡人家屬走墳的教導與服務，這是清真寺阿訇重要工作之一。為了維護穆

斯林純正的宗教信仰，阿訇應重視穆斯林墓園並列為宣教的重點工作之一。 

筆者認為，穆斯林的「哲瑪提」有幾種類型，第一是清真寺，第二穆斯林

墓園還要其它類型。第一種是穆斯林生者的聚會之地，第二種是穆斯林亡人的

聚合之處，兩者的哲瑪提都具有代表穆斯林意識與認同的象徵，任何在此地的

言行都須保護其教規與傳承的地方。因此，重視清真寺教育也需關切墓園教育。

殯葬是阿訇與家屬建立對伊斯蘭信仰與人際關係 好的黃金時刻，而穆斯林的

墓園是失聯的穆斯林後代 後信仰教育的據點，而這種工作確是可行的，尤其

是在非穆斯林社會裡長期受異文化影響，大多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會產生淡化與

弱化，這些弱化現象又以表現在穆斯林的墓園裡，如今只有在穆斯林的墓園才

有機會遇見他們，提供他們正確的搭救亡人的方法，會讓喪家留下深刻印象，

建立新互動關係，久而久之就歸隊穆斯林。除此之外，報喪與助喪服務也是強

化穆斯林對自己宗教認同途徑之一。 

助喪服務強化了穆斯林族群凝聚的認同感，穆斯林的殯葬有許多是增加族

群互動的機制，這類的機制會帶動對宗教意識的提升作用，筆者發現大陸穆斯

林回族「報喪」與「助喪」的優良習俗，一直是穆斯林殯葬儀式中扮演共同心

理與凝聚社群的重要力量之一。「報喪」與「助喪」在台灣的泰緬穆斯林至今

仍舊受到重視。有一位遷台的緬甸穆斯林華人教親說： 

在家鄉任何一位穆斯林亡人與他的家屬都會得到其他穆斯林鄰居

最好的照顧，今天在台灣大家工作很忙，但是我們還是盡量趕來參加

者拿則，我們希望不給亡人家屬負擔，所以我們有一個「互助基金」，

是用來協助亡人家屬的。20 

                                                 
20  2011年 3月 20日，報導人 Q先生，遷台緬甸的雲南籍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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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從大陸遷台的穆斯林觀察其「助喪」難以形成其功能，主要原因是

穆斯林居住分散互、工作忙碌、親戚少、穆斯林教外婚，姻親之間宗教感情淡

薄，教親之間交往不深，因此，在速葬的原則下，無法即時提供「助喪」的功

能。 

四、宣導穆斯林殯葬的優點 

普遍穆斯林自己都認為伊斯蘭的殯葬過於簡化有不夠尊敬亡人的意思，進

而傾向漢俗或其它宗教的死亡觀念與殯葬處理的偏好現象，筆者認為這是自己

對伊斯蘭信仰不夠深入了解所致，同時，也是穆斯林自己內部宣教與教育不足

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一般非穆斯林民眾對穆斯林的殯葬方式完全不了解，

多數還認為穆斯林行土葬、速葬、簡葬又不祭祖，讓人認為穆斯林對待亡人不

孝順、不環保、不人性的刻板印象。因此，穆斯林也好，阿訇也好要主動向外

界宣傳自己殯葬的優點。 

中央社於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十二月十日，登載內政部江宜樺部長昨

天上午在立法院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禮俗改進非常重要，必須與時俱進，但

其實很多喪葬禮俗一般人都不清楚，因此內政部會請民俗專家解釋相關禮俗的

原由，做符合今天這個時代的修正。不過，江宜樺表示，研議修改的禮俗，不

會用強制的方式規定，而是用宣導的方式來慢慢改變。這也不是支持了穆斯林

的殯葬像是不燒紙錢、不喧嘩、不物化、衛生速葬、節約墓地等都是符合現代

社會的需要嗎？。 

以此遵之，當今穆斯林的殯葬特色絕對經得起社會要求，亦符合江部長對

各宗教改進殯葬的期許，從以下筆者對穆斯林的殯葬特色與現代社會價值相

符，供民眾與穆斯林本族群的認識。 

（一）穆斯林以節葬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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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俗社會慎終追遠傳統觀念的影響下，晚輩能為死去的長輩舉辦隆重的葬

禮被認為是值得大加讚揚的「孝」的表現。21但在穆斯林的喪葬儀式中，為亡人

盡孝必採「簡樸」之原則，任何過分的消費是被遣責的，安拉說：「你應當把

親戚、貧民、旅客所應得的賙濟分給他們，你不要揮霍，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

友，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22。相對的，一般民間葬儀社辦理土葬儀式的強烈

反應喪家在實踐孝道過程中設計許多有關的儀節習俗，以安死者之靈，慰生者

之心，造成當今社會上的喪葬商品化，影響喪葬儀式的精神與內涵。 

近年來社會日趨商業化，喪家為了要讓亡人走的風光，彰顯家勢地位，在

喪葬過程中安排了陣頭與排場把送亡人搞得熱鬧，以炫耀喪家的財富和社會地

位，這種世俗化、娛樂化、商品化的喪葬儀式，整體對傳統的中國喪葬文化與

伊斯蘭的喪葬文化都是一種世俗文化的衝擊。 

穆斯林不以祭祖、拜像為行孝之舉，認為看風水、求亡者福蔭子孫為迷信

與加害亡人在墳裡的罪行，但是以穆斯林每天向安拉進行五次禮拜與祈禱視為

佳敬主與行孝的方式，一日五次向安拉真主做「主命禮拜」23，一年下來共「祈

禱」了一千八百一十五次以上的次數，這樣的孝道不是用金錢、點香、燒紙錢、

擺素果所能交換的。好的亡人家屬能為亡人時常向安拉祈禱行善。至於在漢民

社會裡常見穆斯林為懷念亡人，分別在「頭七」、「四十天」、「百日」、「周

年」等請寺裡阿訇為亡人做日子「過乜帖」，亡人家屬出散施捨「乜帖」給阿

訇或是窮人，並到亡人墳前常唸經的「嘟啊」詞24，獲得安拉的回賜分享於亡人。 

                                                 
21  王計生主編，《事死如生－殯葬論理與中國文化》，（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頁 234。 
22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284。 
古蘭經第十七章第二十六-二十七節 
原文： وأت ذا القربى حقه و المسكين وابن السبيل و ال تبذر تبذيرا إن المبذرين آانوا إخوان الشيطان و آان الشيطان لربه
 آفورا

23  主命禮拜就是指安拉真主所規定與定時的禮拜，每天五次主命拜（晨、晌、晡、昏、宵），
穆斯林除了主命拜以外還有「聖行拜」，它是主命拜之外穆罕默德先知有增加的禮拜，所以

稱為「聖行拜」。 
24  殯葬儀式與過程所進行的語言都是採用阿拉伯語，許多穆斯林參加站「者拿則」確不知道儀
式中的祈禱文內容，所以參加者有聽沒懂，這樣無法對聽者產生對安拉的敬畏與信仰，因此

好將站禮的禱文找機會告知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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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斯林重視遺囑 

穆斯林深信生死難測，生前寫好遺囑並有證人在場作證，是伊斯蘭信仰中

嘉許的行為。遺囑內容包括遺言、遺產與還債等三項25，受委託後人完成清還債

務或是取得債權人的免除同意（口喚）或是交待後人依照伊斯蘭教法辦理喪事；

命其子孫遵行對安拉的信仰與穆聖言行；遺產分配依照伊斯蘭遺產繼承法，公

正分配到男女成員與弱勢貧民的身上等等。當今社會發生遺產分配爭奪的事件

層出不窮，這就是在眾多的宗教裡找不到像穆斯林的《古蘭經》詳實記載遺產

繼承法的計算與分配規定。安拉說：「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親所遺財產的一部

份，女子得享受父母和至親所遺財產的一部份，無論他們所遺財產多寡，各人

應得法定的部份。析產的時後，如有親戚、孤兒、貧民在場，你們當以一部份

遺產周濟他們，並對他們說溫和的言語。」26 

                                                                                                                                            
穆聖領我們給一個穆斯林舉行殯禮，我聽到他唸：「主啊！求祢恕饒他、憐憫他、原諒他，

賜給他安寧，善待他，擴大他的住所，用雪、水、冰洗滌他，消除他的過錯，像清洗白衣服

上的污穢一般，祢給他更換一個較今世更優越的生活環境，住所、眷屬、妻室。求祢保護他

免遭墓穴內的災難和火獄的刑罰。」 الهم اغفر له وارحمه واعف عنه و عافه وأآرم نزله  ووسع مدخله و اغسله
 بماء و ثلج و برد و نقه من الخطايا آما ينقى  الثوب األبيض من الدنس  و أبدله دارا خيرا من داره و أهال خيرا من  أهله و 

جه و قه  فتنة القبر و عذاب النارزوجا خيرا من زو  
「主啊！祢是亡人的主，祢創造了他，祢供養了他，祢引領他信奉了伊斯蘭，今天祢又收回

了他的生命，祢 清楚他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都來為他向祢說情，請祢恕饒他的罪過吧！」

 اللهم  أنت ربها و أنت
  خلقتها و أنت رزقتها و أنت هديتها لإلسالم و أنت قبضت روحها و أنت أعلم بسرها و عالنيتها جئنا شفعاء له فاغفر له ذنبه
「主啊！求你恕饒我們的活人和亡人，以及男、女、老、少和在場的人與不在場的人。主啊！

求你使我們活着的人，為捍衛伊斯蘭而活。你使我們中死亡的人，封印在正信上。主啊！你

不要使我們無緣於你的恩賜，你也不要讓我們在有生之年走入歧途。」 اللهم اغفر لحينا و ميتنا و
 صغيرنا و آبيرنا و ذآرنا و أنثانا و شاهدنا و غائبنا اللهم من أحييته منا فأحيه على اإلسالم و من توفيته منا فتوفه على اإليمان 
 اللهم ال تحرمنا أجره وال تضلنا بعده

25  有關遺言，魯格曼說：我的孩子啊！善惡的行為，雖小如芥子，隱藏在磐石裡，或在天空中，
或在地底下，真主都要顯示它。真主確是明察的；確是徹知的。我了孩子啊！你應該謹守拜

功，應該勸善戒惡，應該忍受患難，這確是應該決心做的事情。你不要為藐視眾人而轉臉，

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上行走。真主確是不喜歡一切傲慢的人。你應當節制你的步伐，你應

當抑制你的聲音； 討厭的聲音，確是驢子的聲音。見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412。古蘭經第三十一章第十六-十九節，魯格曼章（這幾節文是魯格曼給他孩子的訓言） 
يا بنى إنها إن تك مثقال حبة من خردل فتكن فى صخرة أو فى السماوات أو فى األرض يأت بها اهللا إن اهللا لطيف خبير يابنى 
أقام الصالة و أمربالمعروف وأنه عن المنكر واصبر على مآ أصابك  إن ذلك من عزم األمور و ال تصعر خدك للناس وال تمش 

رض مرحا إن اهللا ال يحب آل مختال فخور واقصد فى مشيك  واغضض من صوتك إن أنكر األصوات لصوت الحمير فى األ  
26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78。 
古蘭經第三章第七-八節 
原文： للرجال نصيب مما ترك الوالدان و األقربون و للنساء نصيب مما ترك الوالدان و األقربون مما قل منه أو آثر نصيب

مة أولو القربى و اليتامى  و المساآين فارزقوهم منه و قولوا لهم قوال معروفا سورة النساء مفروض و إذا حضر الق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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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穆斯林重視「事死如事生」的觀念，與華人傳統近似，但做法不同，

中國論語中「生，事之以禮，死，葬之以禮，祭之以禮。」27中國人強調「祭拜

祖先」以改善死者在陰間生活環境（幽冥之處），以避禍害子孫為目的，才會

崇尚隆喪厚葬，人們常會祭祀奠念祖先（如清明節掃墓等），給祖先燒紙錢，

其他如改善先人的「生活環境」等。28 

（三）穆斯林重喪葬的衛生與環保 

當代社會對喪葬衛生環保的要求越加重視，可從亡人沐浴身體到葬式以及

講究安寧和墓園的美觀上觀察得到。傳統上穆斯林先給亡人洗大、小淨，一視

同仁穿上「凱凡布」，象徵亡人回歸安拉保有潔淨的身體，以三天內快速安葬，

入土為安避免亡人身體腐臭影響家屬與鄰居的健康。另外穆斯林的墳墓不講求

風水、面積不宜過大，安葬以後到先人墓前不帶花、不燒紙錢、點香，不造成

空氣污染的現象。當今墓葬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主要原因是造墓的風水觀。台

灣地區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在國人安土重遷及重視風水的民俗觀念下，

使得墓政問題日趨嚴重，尤以濫葬及舊公墓內之墳墓普遍設置年代久遠，配置

凌亂等問題，更嚴重的影響到土地資源利用、環境景觀、公共衛生與生活品質。

29而伊斯蘭的殯葬原則確實具有現代喪葬需求的優點。 

（四）對亡人平等與喪家節哀 

穆斯林族群的和諧可透過喪葬互助的方式，加強教眾與亡人家屬建立起有

情有義的關係，亡人不論社會地位貴賤，經濟能力高低，都一視同仁不受歧視，

沒有階級之分。伊斯蘭從一套喪葬過程的範例中，教育穆斯林養成平等樸實的

觀念。 

                                                 
27  徐伯超編《四書讀本》，（出版地不詳：中台出版社，1962）（民 51年），頁 61。 
28  王計生主編，《事死如生－殯葬論理與中國文化》，（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2），頁 50。 
29  馬孝棋，〈生死之真諦〉，刊登於《社區發展季刊》，96 期，（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2001），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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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穆聖說：「安拉的使者啊！你禁止人喪事哭泣，可你卻哭嗎？」穆

聖答道：「我所禁止的是號啕大哭和歌聲樣的慟哭，以及撕臉扯衣等，關於流

淚，是安拉使在慈心人的心裡的仁慈，不慈人者，人不慈他。心發愁，眼流淚，

是人之常情，我們也不說，安拉從不發怒。」30人在面對天災、人禍、病痛的時

候，情緒反應自然不安，所做的事容易失態，尤其當親人辭世更是難過不已。

漢人社會往往「葬以哀本」，《論語》〈八佾篇〉云：「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31中國人常見喪事中家屬號哭、搥胸頓足、撕聲吶

喊、出言不遜，場面失控不知如何是好。穆斯林雖然對哭喪不持反對的立場，

但禁止失控性的號哭吶喊行為。 

                                                 
30  舒爾布．王孝智譯，《醒世錄》（自刊），頁 73。 
31  徐伯超編，《四書讀本》，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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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代穆斯林在漢人社會中的延續發展之問題 

一、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並重 

伊斯蘭以外來宗教的信仰與生活方式在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區與其它族群

與文化「融而未合，同而未化」形成域外伊斯蘭的文化族群特色，在中國經過

一千三百多年與漢文化互動，形成伊斯蘭在漢社會的風貌，但伊斯蘭文化的基

本信仰與教規是不變的，在台灣仍延續在大陸遷台前的特色是不爭的事實，主

要原因是伊斯蘭在本質上是「順主不從人」的宗教，生活規範亦不因入境而產

生隨俗的調整，因此，伊斯蘭價值成為全球穆斯林的基本價值，但伊斯蘭的教

義中也鼓勵與非伊斯蘭文化互動與合作，安拉說：「你們當為正義和敬畏而互

助，不要為罪惡和橫暴而互助。」32以此證明，伊斯蘭的意識除了以信安拉為核

心，建立人與安拉的關係以外，還有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係需要完成與貢獻

的。 

當代歷史上穆斯林對國家人民做出貢獻，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二十六年日

軍侵華國難當頭，各省穆斯林領袖團結一致，於民國二十七年成立「中國回教

救國協會」（中國回教協會的前身）目的在興教救國，配合當時的國民政府動

員全國回民參軍抗日，宗教救國的行動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是穆斯

林超越個人的宗教意識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抗日勝利，穆斯林的地位在

中國史頁上受全國肯定與尊敬。 

由此證明，穆斯林要獲別人的尊重，就要先帶給別人身命財產的保護與救

濟弱勢貧苦的關懷表現。清真寺除高談穆斯林的教法與個人功修，我認為這是

狹窄的觀點這只是做到獨善其身的地步而已，這與安拉所要的穆斯林責任還差

                                                 
32  古蘭經第五章第二節 
原文： وتعاونوا على البر و التقوى وال تعاونواعلى اإلثم و العدو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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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半，安拉說：「我差派你（穆罕默德為使者）是慈憫全世界的。」33，穆斯

林的社會功修仍是重要的功修之一。 

內政部民政司溫源興副司長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十月三日在台北清

真寺所舉行的回儒座談會上說：「俗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業力所至，任何人

不得卸其責，回教人同享同受權責，焉能自外？若然，回教人不宜獨善其身、

無法獨善其身，不待智者而自明！允宜昂然走向社會，享權益盡責任，無所謂

獨善其身！」34穆斯林不能因為近主而自絕於社會，反而是更應該主動融入社會

爭取合法資源與平等對待，走入社會主動化解對伊斯蘭的誤解，成為社會正常

的一份子，這比每天漩渦在正統與異端是非敵我的內耗要有意義的多。英國穆

斯林月刊《Emel》主編莎拉赫．尤素夫說：「穆斯林民族在社會中被看成是『另

類外來種族』，生活習慣不同，於英國傳統不合拍，是由於穆斯林主動躲避社

會的後果。這是不健康的社會現象，穆斯林要想獲得平等的地位，必須全面融

入社會，成為正常的一員。」35穆斯林在非伊斯蘭社會展現的越是封閉就越難生

存與傳承，越是開明越能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接受。 

二、以服務挽救穆斯林族群的內聚力 

伊斯蘭的處世觀就是要求穆斯林以「服務」清真寺（ بيت اهللا， baitullahi， 安

拉的朝房）與教親和社會來感謝安拉的恩典，獲取兩世的吉慶。穆聖（安拉賜

福他安寧）他曾說過：「族人的領袖是服務族群的人」36這說明了族群的領導人

（以今天台灣穆斯林的族群就是回協的理事長及理監事們，還有清真寺的董事

                                                 
33  馬堅譯，《古蘭經中文譯解》，頁 331。 
古蘭經第二十一章第一○七節 
原文：وما أرسلناك إال رحمة للعالمين 

34  王立志，〈回教形象與新局開創〉，《中國回教》雙月刊，第 262期（台北：中國回教協會，
1999），頁 5。 

35  莎拉赫．尤素夫女士是 2003年被英國報刊界推舉為「不同文明對話」宣傳模範，授予 OBE
榮譽獎，因為這份刊物以正面面形象向英國社會介紹他們的同胞穆斯林生活。本文取自莎拉

赫‧尤素夫，〈穆斯林刊物進入英國主流〉，《中國回教》雙月刊，第 297期（台北：中國
回教協會，1995），頁 39，轉載於真光雜誌。 

36 原文：رأس القوم خادم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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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教長、董監事們）被選出來是為安拉的宗教犧牲奉獻的，是號召穆斯林結

合每一位的資源提供給伊斯蘭，為伊斯蘭服務，帶動起伊斯蘭的活力，而伊斯

蘭的活力就是讓宗教、教親與社會獲得安寧與進步。「服務」可以說是延續族

群的必要條件，亦是做一位穆斯林領袖或阿訇的標準與條件。 

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1994-1995）間北部一群熱心穆斯林以伊斯蘭

的服務精神發揮團隊的力量，成立「穆斯林義工隊」結合台灣各階層之熱心教

胞的資源，來推動宣教之各項工作，協助回協與各清真寺的活動，筆者記憶當

時義工穆斯林以實際的活動來服務宗教，37在當年實質上營造出相當大的凝聚

力，對於穆斯林內部有爭議性的話題像是教派、教法、選舉等沒有建設性的意

義都不談，立下好的服務宗教的模式。當時因人力不足與人力流動頻頻而告終。 

再根據，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在台北清真寺

舉辦一場演講邀請包嘉源教親談「伊斯蘭志工服務」38，他強調志工隊基本上是

以服務來維繫與振興台灣的穆斯林族群，以提供穆斯林飲食、穆斯林的婚姻介

紹與輔導、老年長者的照顧與協助、協助穆斯林喪家辦理「者拿則」、設立穆

斯林幼稚園、關懷新進穆斯林的等實際的工作關懷穆斯林，達到學習教義用在

實際的生活裡，並凝聚大家的向心力。39這種現代穆斯林先凝聚自身的力量再試

圖走入群眾社會，以改傳統只重視個人的禮拜、封齋、個人的善功而不講求集

體公益的思維。這一波新穆斯林復振運動在理念上是正確，但是穆斯林內部的

人力與財力以及專業的管理能力仍是有限的，所以無法形成長期性而有效率的

服務組織，畢竟現在社會服務的機構太多又專業又方便，因此，穆斯林的志工

                                                 
37  當時活動的內容有週日宗教研習班、齋月營、夏令營、戶外歡樂行、查經班、清真美食烹飪
比賽、伊斯蘭文物展、家庭訪問、英數教學班、老年慈愛關懷、我愛紅娘婚介活動、清掃清

真寺、開齋節茶會、青少年家長座談會、伊斯蘭通訊、運動比賽、親子同樂、海外留學生知

心交談晚會、義賣活動等活動。 
38  台灣伊斯蘭志工隊成立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宗旨是聚集各行各業的穆斯林為教親服
務，讓伊斯蘭在台灣發展的更好，讓穆斯林教親在台灣生活的更方便；近而擴大到對社區社

會民眾進行關懷與救濟服務，讓伊斯蘭的慈憫嘉惠於世人。 
39  見包嘉源，〈伊斯蘭志工服務〉，《中國回教》雙月刊，第 282期（台北：中國回教協會，

2003），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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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現階段把重心放在普及清真食用品讓穆斯林解決吃的問題，再就是婚配穆

斯林青年適婚組織家庭增產人口，輔導家庭健全宗教教育，培育下一代穆斯林，

後就是加強助喪的殯葬服務功能，這是穆斯林生活常見的問題與需求。清真

寺的教育功能基本上重視教法與穆斯林的生活禮貌以外，重點還是要建立穆斯

林正確與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學教法是用來修練自己的言行，而非用來排

斥信仰弱的人或是用來檢視敵我，互叩對方是異端，製造宗派與分化團體的，

亦不是只為有興趣學習伊斯蘭知識，注重教法與外表，修個人之身求個人之福，

而無法將知識發揮到關切團體的事務上，缺乏公眾與服務宗教與社會公益的觀

念。這種教學整體來講對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只局限於族群內部，不能充分發揮

伊斯蘭義理的優越性，甚至於被誤解，信徒不增反減。40有位關注穆斯林事務發

展的 X先生說： 

據我的觀察當今穆斯林在漢人社會的心態是對教內人缺乏教育；

對教外人缺乏關懷。只有約束，而沒有教育；只有立場而無是非。如

要求發展，傳統封閉性的思維要逐步打破；對某些公益性事務要推廣；

對宣教教義與回饋社會的服務要加強。41 

整體而言，當代穆斯林對自己宗教知識上的追求與社會公益的付出是處在

消極狀態的，一味的只顧個人的宗教功課與如何在死後世界獲的搭救，而忘了

今世生活對別人的社會責任。穆斯林常被外界誤解，尤其是 911恐怖攻擊之後，

穆斯林在社會的處境更是與恐怖份子等號，因此，穆斯林更要因善盡社會責任

來證實伊斯蘭的真正精神。 

三、借力使力擺脫邊緣化的危機 

穆斯林在台灣的發展條件是呈現「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局面，內在的

                                                 
40  見〈新世紀伊斯蘭傳承-台灣心生代穆斯林〉，《中國回教協》，第 287 期（台北：中國回
教協會，2004），頁 3-5。 

41  2011年 4月 20日，X報導人，於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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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來自於社會環境的差異，同時，外在的困境來自兩岸政治糾葛與西方媒體

的醜化，台灣穆斯林夾在強勢漢俗文化為主流社會的環境與國際伊斯蘭國家與

組織全面受大陸政體的現實主導下，絕然對台灣與台灣穆斯林產生邊緣化的推

力。同時，在另一方面當代台灣的宗教開放與自由環境，過去傳統大陸遷台的

穆斯林特色受到全球伊斯蘭改革思想的影響，在台灣穆斯林內部亦同樣掀起一

波改革風潮，對已經處在宗教意識薄弱的穆斯林族群來說，勢必面對排斥，消

弱內部的凝聚力與資源的整合力量。當今改革風潮所產生對信仰弱化者在族群

內部的邊緣化以及自鎖封閉與社會外部的互動關係，勢必增加台灣穆斯林在整

體發展與適應上的危機。 

筆者觀察中國回教協會為改善內部和諧與外部適應，走出台灣伊斯蘭的困

境，推動新一代的穆斯林知識份子，應更具備伊斯蘭的知識與社會適應社會的

能力，以目前在以有限度的資源下，在宗教許可的範圍下，結合社會慈善組織，

借助內外資源，規劃合作計畫改善宗教事務管理的體質，共同推動社會公益與

救濟事務，以拉近與社會民眾的距離，增進對伊斯蘭的認同與了解。民國九十

九年（2010年）6月 26日回教協會與台灣宗教社會協進會合辦「如何保障宗教

飲食者的權益」研討會，以結合國內社團推廣跨宗教與文化的研討會的方式，

借重各宗教領袖與學者引發內政部與勞委會的重視，向社會民眾大力宣導尊重

各宗教信仰者的飲食習慣，尤其是少數的穆斯林更須表示尊重，此研討會獲得

各方有效力的勸化目的。其實，當今台灣的宗教文化的研討會舉辦的相當多，

穆斯林須主動出席參與，讓社會民眾看到穆斯林的存在，聽到穆斯林的想法與

聲音，以筆者多年參與非穆斯林的研討會的感想，一方面讓我學習到客觀、尊

重與諒解對方，同時，對方也很渴望認識伊斯蘭的宗教與聽到穆斯林聲音。以

此論之，我們穆斯林應丟開過去自閉鎖寺與唯我獨尊的心態，應用寬大的心胸

走入社會，讓伊斯蘭融入這多元文化社會，其實在此自由民主法治的環境中，

穆斯林的生存契機比危機要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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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回協也借助國外知名的穆斯林組織的力量有效的帶動伊斯蘭在台

的發展力量。像是，從民國九十年（2001年）世界回教青年會（WAMY）始有

計劃的到今年，每年支援中國回教協會（回協）在台舉辦穆斯林青少年夏令營，

目的除教授青少年穆斯林的伊斯蘭知識來加強宗教意識以外，建立彼此宗教情

誼，建立穆斯林族群的認同觀與歸屬感，成功的培育出不少熱心穆斯林青少年；

另外世界回教聯盟（RABITA）2000與 2001年曾在高雄清真寺舉辦宣教人員培

訓班與阿訇專業在職訓練課程，增加阿訇的專職能力。回協試圖透過國際伊斯

蘭組織的資源來提升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各地清真寺阿訇的掌教能力，但整體

觀之，這些都屬於知識性活動，很少有涉及到屬於跨宗教文化與社會公益性質

的活動。不過世界回教聯盟於民國一○○年（2011 年）2 月 21-22 日假國家圖

書館召開「2011人類共同價值對話研討會」舉辦國際性的跨宗教與文明的世紀

對話，大會邀請國內外宗教領袖與學者共 11 個國家與 20 多位學者與談，出席

者跨宗教與社會人士，受到政府與各宗教的重視，會中透過理性學術的溝通，

傳達了伊斯蘭的正確訊息，有助於化解民眾對伊斯蘭的刻板印象。此外，回盟

也突破過去不同的思維與做法與台灣「慈濟公德基金會」以及「世界宗教博物

館」（都屬於台灣佛教知名團體），分別達成國際合作救災與訓練計劃與提供

伊斯蘭文物在台展示的合作項目。今後，回協與清真寺、台灣的穆斯林組織可

借助跨區域的宗教與文化共同建構合作平台，在台推廣伊斯蘭之宣傳。 

值得肯定的是，晚近十多年來新一代的阿訇與宗教的管理者以開放的心

胸，試圖讓社會民眾走入清真寺裡接受清真寺的解說，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對伊

斯蘭產生正確的認識，化解不少有關民眾對伊斯蘭的誤導傳言，一改過去清真

寺保守態度讓非穆斯林不敢進寺參觀的印象。如今清真寺的管理者也意識到過

去不喜歡外人打擾的封閉思維與作法是錯誤的，應提升接待賓客與服務的品

質，增加外人對伊斯蘭的好印象。伊斯蘭的生活不只是宗教功修（唸、禮、齋、

課、朝）也是重視生活品質；伊斯蘭不只是個人功修也涉及到對他人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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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關懷、道德的倡導、環境的保護、社會的正義、家庭的和諧、婦女與孩

童的權宜、食品的衛生、政治的管理、經濟的合理分配、疾病戰爭與災難的救

助、種族的融合等等之主張，幾近伊斯蘭就等於社會關係，而非個人自享與世

隔絕的宗教，因此，當今穆斯林應學到穆斯林的特色向在外展現自信與才能，

以具體的言行將伊斯蘭的內涵與精神讓社會受惠，而短視的宗派爭議者，在宗

教枝微末節的小差異上來自我劃分我群他群，反是內耗無助於伊斯蘭在台的發

展。 

當然台灣穆斯林在考量人力與物力的不足情形下與境外的穆斯林組織接

觸，甚至於國內社會宗教與文化組織的合作方式有助於提振穆斯林在非穆斯林

社會裡的發展與適應能力的途徑，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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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本論文側重在論述穆斯林殯葬的漢化與分化現象之研究以外還針對穆斯林

在中國歷代族群的演變做了一些篇幅的介紹，主要焦點還是以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遷台的穆斯林基本上早已是趨向於重教不重族的認知，亦就是說，

只承認自己是漢族血統中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身份，在漢人社會中單純的表現

出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與行為，因此，台灣穆斯林的族群化現象本就是非常薄弱

的，雖然在憲法一三五條明確記載保障了「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的地位，

但仍不像在對岸的大陸以回族「法定少數民族」身份受到各方面生活上的保障；

由於兩地不同族群身份的定位，必然有不同的影響及其呈現，本研究以台灣穆

斯林憑著宗教信仰與清真寺阿訇的教導下在漢人社會中建立屬於自己的穆斯林

族群認同的邊界，但研究中發現種種內外環境因素造成猶如筆者在緒論中提出

「台灣穆斯林殯葬的十大悲哀」，反映出穆斯林在漢人社會當中延續的生存與

發展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新適應與新挑戰的問題，從「殯葬」的場域中我問清楚

的觀察到台灣穆斯林族群正逐漸走向「漢化」與「純伊斯蘭化」M型兩極化的

發展方向，未來發展值得關切。 

在研究上顯示，穆斯林從原鄉的發源地麥加與麥地那聖地，其經典的教義

與教規經數百年的向外擴散與境外文化與社會族群的互動產生文化與文化的碰

撞與適應，其結果必然在原鄉文化的行為模式上產生不同層面的在地屬性的文

化色彩，與原鄉文化有所差異。晚近十年在台灣因伊斯蘭全球化的影響，掀起

「遵經革俗」的風潮，催化族群內部有近似大陸老教與新教的情節，導致整體

族群發展不穩定的狀況，筆者憂心此一問題的發展，以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提出穆斯林漢化的因素以及分化的因素，也提出化解兩極化發展找出兩

極相交發展的可能性之個人見解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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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研究不僅只是理論性質，同時能提醒當今清真寺的主事者（董事會、

阿訇等）加以注意這種發展的趨勢，運用過去阿訇治理宗教的寶貴經驗藉「殯

葬」維繫族群的認同與灌輸宗教的意識，這種經驗保持穆斯林在非穆斯林社會

裡呈現着「融而未合，同而未化」的發展特殊關係，因此，透過「殯葬」讓穆

斯林不論在內部與外部都能發揮出應有積極的作用。 

筆者以過去擔任過清真寺的教長經歷，多次面主持穆斯林的「殯葬」，觀

察到穆斯林對殯葬儀式與宗教知識的生疏，甚至於要求結合漢俗的習俗以及修

改傳統過去阿訇的殯葬與搭救亡人的做法，影響了「殯葬」在宗教發展與族群

凝聚的作用與功能。事實證明，晚近十年來因處理「殯葬」事務與回教公墓的

問題而產生穆斯林亡人家屬與穆斯林組織或是穆斯林與穆斯林之間因宗教意識

與族群認同上出現認知上的差距，產生了內部負面性的耗損，讓「殯葬」無法

有效性的發揮它正常的功能。筆者也指出，阿訇應需善用「殯葬」及其機會在

面對亡人家屬與亡人非穆斯林親友的時候，以教授伊斯蘭知識與熱忱服務的心

態，辦理「殯葬」，讓參與者對穆斯林死亡觀念與殯葬儀式留下正確而有深刻

的印象，基本上是有益於整體帶動對宗教與族群的正向發展；反之，阿訇以簡

略的殯葬過程，讓亡人家屬未能從心理上感受到宗教所帶來的關懷與透過儀式

的默唸與祈禱，建立對安拉的依賴的話，一場殯葬的活動也必將無法深刻留下

對該宗教與族群的記憶與認同，更不用說了，如果一場殯葬活動是在爭論教法

的正統性與異端的話，反而是完全感受不到「殯葬」當中應有的輔導、安慰、

協助等最基本的教育元素，那「殯葬」活動的表現反是弱化宗教與族群的因素。 

殯葬如水，宗教與社會如船，水（殯葬）能載舟（宗教與族群）亦能覆舟，

就看駕舟的人應該如何掌控這一條船，應如何善用水的功能。這一番的比喻筆

者希望讓自己亦讓穆斯林族群正視「殯葬」事務對宗教與族群發展的重要影響。

然而，「殯葬」不僅是宗教儀式，也是人類文化現象，會受不同時間與環境所

影響，因此，筆者除了將穆斯林殯葬流程（念、整、洗、穿、站、送、埋、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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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救亡人）理解九大步驟，除了以「經典」、「大陸回族」、「台灣穆斯林」

三個發展區塊儀式變遷的比較以外，也提出了「殯葬」在一個非穆斯林的社會

裡，穆斯林的殯葬觀念極容易被社會主流思想與價值所滲透的，需要長期關注

的。 

事實上，在台灣以穆斯林本族的宗教身份來研究自己的宗教與族群的發展

做一種學術性的觀察與探討是少有，這中間不難發現是因為研究穆斯林的宗教

與族群現象需要結合宗教的專業知識、阿拉伯或波斯語言的能力、最後就是不

排斥人文學科的存在性及其研究的方法，所以阿訇在這方面是最有機會來從事

這方面的研究人選，而阿訇進入學院，把宗教與族群與學術做一種結合，以筆

者做為台灣阿訇首位在此一領域中嚐試的經驗及其結果，是值得阿訇們進入學

院一試的。就以這次筆者以在職就學做台灣穆斯林宗教與族群發展的觀察，嚐

試研究了解本穆斯林族群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後台灣出現來至大陸新一

批的外省人口，其中有為數不多的穆斯林人口在內，在台灣這個新的環境裡，

他（她）們在被迫離開了大陸原鄉「哲瑪提」的文化與生活與漢民文化共處為

鄰，至今過了五六十年，今天遷台的穆斯林以凋零老謝，新一代土生土長的穆

斯林成為台灣穆斯林的第一代，甚至於第二代也都是青年的年齡層了，由於環

境對於穆斯林的發展至今始終存在的先天不足的條件，後天上又無法形成以清

真寺為「哲瑪提」的聚居形態來發展穆斯林教育與文化，使初期遷台的穆斯林

確實遭致信仰與生活實踐上難以承受的困難所產生穆斯林對自己的宗教意識與

族群身份的認同會往漢民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或是傳統民間宗教信仰靠近的

現象，已有不少穆斯林逐漸棄守祖傳世襲的伊斯蘭信仰，而且越來是越明顯，

成為漢化的穆斯林，為了要正視此一嚴重漢化現象，筆者用穆斯林的「殯葬」

做為檢測，或是說來識別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以及堅守伊斯蘭生活與伊斯蘭色彩

的穆斯林之間，在宗教與族群認同與不認同上的一項判讀，亦可以說用「殯葬」

做為田野的觀察，進而來觀察遷台與土生穆斯林之間在面對漢文化的環境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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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文化變遷，並提出有利宗教與族群復振的見解，確實是當代穆斯林應有

的認知。 

研究中已發現，伊斯蘭的中國化到台灣穆斯林的漢化與傾向麥加與麥地那

聖地模式的變遷趨勢，來套用在台灣的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做實際的研究與觀

察，台灣的穆斯林族群裡確實發生著信仰弱化與漢化的現象，同時，晚近十年

因伊斯蘭全球化的思潮，也影響到台灣穆斯林族群內部一部份穆斯林各種宗教

儀式過程與教義解釋伊斯蘭化的傾向，並在做法上也都趨於排除過去傳統做

法，直以異端或非正教宗派思想看待的做法，在族群內部對傳統穆斯林宗教儀

式中帶有漢俗的色彩，掀起淨化信仰與革除工作，由於新一代阿訇以另一種的

反差行為在穆斯林族群內部從事「遵經」來革除上一代阿訇一些傳統教規的做

法引起內部激化與分化的不穩定的發展情形。筆者在研究中用了一些案例來證

實其論述的真實存在性，並就伊斯蘭的教義與精神，提出理性穆斯林的復振思

考見意，讓未來台灣的穆斯林族群應如何避開 M型的模式是當今穆斯林持續關

切的重點。從文化意義上而言，穆斯林族群是否有可能最終消逝在這社會，逐

漸被「同化」呢？漢俗的滲透力加速他（她）們的漢化言行，這方面我們稱之

為穆斯林的弱化面向；另一方面是在伊斯蘭全球化（islamic globalization）的席

捲下，將原本弱化的台灣穆斯林族群帶來新生命的契機，但是，也因為國際間

伊斯蘭多元產生複雜化發展趨勢，對台灣穆斯林的族群而言，也添增內部整合

的難度與分化效應的存在性，這是當代世界穆斯林族群普遍的現象與問題，需

要以智慧面對。 

這一兩年台灣穆斯林在學術學位上的研究論文已出現一些成果，但是研究

宗教與族群文化關係的論文仍是未見，這中間的原因是研究穆斯林宗教與族群

文化的議題涉及到伊斯蘭的宗教信仰與教義教法的層面、被研究者所使用的語

言大都出現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直接參與儀式只能遠觀而不能參與，甚至於有

些地方仍受到性別上的禁忌與限制，讓一向重視田野訪談的文化人類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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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研究穆斯林的族群時，面臨許多困難，因此研究者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與

精神才能深入其研究議題的核心。我們都很了解穆斯林族群對外的保守性與內

部之間的宗派性問題，更是讓研究穆斯林議題的過度敏感，這中間包括本身研

究者是穆斯林也是不易突破的籓離。雖然有其研究上的困難度，但穆斯林研究

仍舊是極富有研究的價值，值得去挖寶，尤其是在台灣畢竟穆斯林的文化與其

它文化在互動的過程中及其影響，在現代社會與都市社會中越來越是明顯，而

穆斯林與現代社會的相適應的研究議題亦會受到學界關注與自己內部穆斯林的

關切。 

本民族研究者的最大的困擾就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就是筆者過去任職教長的

職務，難免受自己宗教立場的主觀性，導致論文失去客觀與持平的觀點，這是

我在選定這篇以「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為題的論文之前沒

有預料到的事，或許這是出自於自己在宗教儀式的操作下實際獲得教親正面的

反映與成功的案例，導致筆者會主觀性的提出對漢化與分化兩極反差發展的批

判，或許，這也忠實的論述了台灣穆斯林在當代發展上真實性與面臨的挑戰，

研究的結果提供讀者另類的思考與感觸。本研究筆者提供了不少類似民族誌的

田野資料，以及筆者自己的觀點，讓這篇論文提供了某些寶貴的資料與訊息，

讓未來的研究者做為延伸研究的可行性。 

一個族群的穩定取決於它內部的凝聚力，凝聚力是建立在宗教的意識與族

群的認同上，而「殯葬」作為人類極為重要的文化之一起着強化宗教與族群認

同的作用，殯葬的儀式與相關活動，不僅具有個人心理與社會價值的功能，更

宗教教育與族群認同的作用。因此，「殯葬」雖說是一連串行為模式與教條，

但是經由人與人之間感性的關懷與互動，必然會增強信仰者對本族的宗教意識

與族群認同的提升。 

我們很清楚的發現到，台灣穆斯林從過去大陸哲瑪提的伊斯蘭教文化圈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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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到非穆斯林的社區台灣與當地漢民生活長期接觸，走的越來越近，反而是與

自己的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走的越來越遠，穆斯林一旦失去了集體互動的基

礎，必無法建構出共同記憶與心理，最後演變成喪失了宗教意識，逐漸被漢化。

台灣的穆斯林是否會重踏過去鹿港與台西回民之路，成為宗教與族群文化消失

的一群呢？正當，各宗教極力向社會勸化與推展公益活動的時候，穆斯林似乎

像是一個失根的蘭花，經過六十個年頭，還未找到屬於適應自己的一塊土壤，

仍然還在摸索它的發展的方法。不管如何，對於過去前一輩的穆斯林運用他們

在政治籌碼與社會人脈的豐厚資源，在短短的六十年能在台灣開疆闢土打造出

六個清真寺與三個回教公墓（台北六張犁、台中大肚山、高雄覆頂金），這已

為下一代的穆斯林奠定了伊斯蘭在台灣生存的基礎。如今，新一代穆斯林完全

接續宗教的管理與經營權，將進入厚植穆斯林文化與教育發展的重要關鍵時

刻，然而，這一代的台灣穆斯林族群是否從「殯葬」的活動場域當中已發現自

己的族群正面臨兩極化的發展現象，我到底應該屬於那種文化圈？是用穆斯林

的殯葬文化還是用漢民的殯葬文化來處裡我敬愛的亡人？這類的問題將層出不

窮會被提出來，其解釋的角度應以何等的態度與方法來扭轉這一波嚴峻的考驗

呢？未來的發展又是會有何情況呢？是值得穆斯林組織好好的去思考與關懷課

題。 

筆者從田野的觀察中點出了當代穆斯林發展與適應漢文化社會的困難，同

時也點出了晚近十年來台灣新一代阿訇與伊斯蘭全球化的微妙互動關係所產生

遵經革俗的傾向，這不僅讓台灣穆斯林的族群要面對漢文化社會的挑戰與伊斯

蘭全球化對內部族群分化的挑戰，在雙重不同環境的拉扯之下要凝結族群的力

量還真的是難上加難。 

穆斯林在台灣正面對着政教失衡的領導問題，如何利用宗教自由與結社自

由的有利環境之下族群分化成為催化性的作用。過去在 1973年白培莉就已觀察

到穆斯林因爭取外部政治資源的分配而產生內部的分歧與失和現象，事發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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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六十年的歲月，不因上一代凋零老謝而終止，反而是下一代的青壯穆斯

林接續着因爭取外部的商業資源的分配再度的產生內部分歧與失和現象。 

筆者認為台灣穆斯林發展的困境來自於外在的環境影響以外，還有阿訇在

宗教與族群的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尚需提升，做為現代的阿訇須要更大的勇氣

與智慧來平衡或拉近宗教與世俗、儀式與禮俗、過去與現代、正統與宗派、漢

化與分化等反差現象，讓兩極不再是平行而有是有所交集，這樣才能均衡發展

全面照顧，亦是符合伊斯蘭的教義與做法。 

寫研究論文是一種訓練，這一門的訓練結合了阿訇職場上的宗教知識與社

會人文感性的一面，經由學科理研究方法把各家文獻與田野實證的觀察，找出

主客觀的推論與見解，真實而具體看到宗教發展的變遷，並提出因應之道，這

就是用學術來檢視職場所面臨的問題，再用職場的經驗來證實學術的理論，近

而豐富其學術的價值。 

本論文結合人文科學的角度與方法與筆者本身在教言教帶有主觀意識及現

身說法以外，還使用了大量教內早期寶貴的史料，並以實際的人物訪談，縱橫

於清真寺與穆斯林墓園的觀察，記錄出過去與現在，傳統儀式與當代宗派主張

之論述，做為對比的論述，找出穆斯林信仰在台灣變遷的因素與發展的軌跡，

留給未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份參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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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台灣的六處清真寺 

一、台北清真大寺 

民國 36 年 10 月 23 日，南京中國回教協會為發展台灣回教教務，聘常子春、

王靜齋、鄭厚仁等三人為中國回教協會台灣支會籌備委員，由常子春負責，集

資在台北市麗水街 17 巷 2 號創立台灣第一座清真寺。董事長由常子春哈吉擔

任，監事長由楊柱雲擔任。首任教長即聘王靜齋大阿訇擔任。僅一年，王靜齋

返回大陸，續聘馬松亭大阿訇來台任清真寺第二任教長。陸續輪由蕭永泰、定

中明、熊振宗三位阿訇擔任，在麗水街清真寺共有五任教長。 

民國 38 年後，來台教胞日多，麗水街之清真寺狹隘不敷應用，經獲得前外

交部長葉公超之協助，由銀行貸款，並擴大向國內教親募款，於是購得台北市

新生南路二段 62 號現址。在白崇禧將軍暨時子周先生等之領導下，成立台北清

真寺擴建委員會。民國 47 年 11 月破土開工，民國 49 年 3 月竣工。同年 4 月

13 日舉行落成典禮，邀請汶萊、菲、日、馬、泰、港、澳、等國家及地區政教

領袖蒞臨參加。典禮由陳副總統兼行政院長辭修先生主持，儀式隆重，堪為台

灣伊斯蘭史上一大盛事。 

二、台北文化清真寺 

文化寺草創於民國 39 年 10 月 12 日，初由教長蕭永泰阿訇積籌得新台幣一

萬餘元，購得台北市古亭區羅斯福路三段 86 號日式民房一棟，略加修葺，以便

眾禮拜。 

民國 43 年，為配合都市建設，必須策劃遷建，經多方籌措，並移用償金四

萬元遷建於羅斯福路三段 178 巷 18 弄 3 號，該處建地七十坪。民國 44 年 7 月

30 日竣工，恭請新疆省政府主席堯樂博士主持新寺落成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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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0 年，在台穆民生活日漸安定，經由中國回教青年會理事會決議整修

擴建。穆民熱烈響應，乃得改建為二層樓房，二樓為專供婦女禮拜之用。 

民國 62 年 9 月辦理財團法人登記，歷經年餘，民國 63 年 10 月 14 日，始

由台北市政府核准設立。蕭阿訇向不以寺產為私有，法人誕生該寺歸公，為全

體穆斯林共有之拜主殿堂。 

適於此時，經馬品孝教親協助獲世界回教聯盟義助修葺經費一筆，決定以

此款為擴建五層大樓經費之基礎，遂於民國 71 年 8 月 20 日開工興建，歷時一

年六個月落成。 

三、龍岡清真寺 

龍岡清真寺位於桃園縣中壢市龍東路 216 號，原係於民國 43 年滇、緬邊區

游擊部隊撤退來台之教胞及其眷屬，且多服務於軍公教各界，散居於桃園、新

竹，因距離台北較遠，無法常至台北清真寺誦經禮拜，莫不引以為憾。 

嗣於民國 52 年，由退役軍人馬興之阿訇、王文中哈吉、及軍眷李如桂女士、

馬美鳳女士、以及忠貞村十餘戶教胞集議，擬在龍岡地區建一小型清真寺，以

應需要。乃於民國 53 年向本省各地教親募得購地三百九十餘坪土地（即現址），

先建禮拜殿一間，經過歷任董事長陸續完成硬體、建築。該一地區教胞有了唸

經、禮拜及宗教活動的適當場所，使伊斯蘭的信仰傳承，得以在此生根、發展，

並繼續弘揚光大。 

四、台中清真寺 

台中地區原無清真寺，自台灣光復後，大陸來台教胞，初期借用台中市三

民路，故國大代表回教耆宿于老先生樂亭住宅，舉行主麻聚禮。 

民國 64 年 4 月間，正值中沙邦交鼎盛時期，沙國交通部長陶費克先生來華

訪問，經台中清真寺，由馬故董事長煥文先生（立法委員）偕同董事會同仁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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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接待。陶費克先生目睹寺舍破舊狹小，不堪使用，且有礙觀瞻，基於實際需

要，乃向我政府要求撥地若干，由沙國出資合建新寺。70 年 12 月第四屆董事

會改選完成，董事長由故國大代表馬紹武先生接任。馬氏竭盡心力，向政府爭

取，終於獲得座落於台中市南屯區田心段第 817 號建地。時于國棟先生繼任董

事長，接辦土地移轉手續。後台中清真寺開支困難，更須付出龐大費用，由故

馬哈智品教接掌。馬氏熱心寺務，品學兼優，甫經接任一年，不幸因病歸真，

選馬常務董事志堅，代理董事長職務。 

仰瞻台中清真寺，雄峙台中市南屯區大墩路前，富麗堂皇，極具壯觀，此

不僅我教親獲得寬敞舒適朝拜之所，更對回教傳承至為深遠。回顧興建之艱難，

蒙沙國政府與中央及省市政府、中外教親共襄盛舉，彌深感佩，永誌難忘。 

五、台南清真寺 

高雄建寺以後，台南教親的所有宗教活動均得赴高雄參加，頗感不便，雖

有心建寺，但力有不逮。適有旅美教親王惠煥女士將座落台南市竹篙厝土地一

塊共有三十四坪，捐贈法人回協，作為台南建寺之用。經楊達鑫哈吉（求主賜

予天園品位）數次赴台南市勘查，並辦理過戶手續，於民國 72 年 4 月完成手續，

於民國 72 年底請高雄市清真寺董事長白玉琪發動捐款，協助台南市建寺之用，

所得之款均由高雄市代為保管。幾經周折，自民國 72 年至民國 82 年敦請約旦

籍教親顏明光哈吉擔任建築設計繪圖，申請建照獲准，已進行十年矣。當經高

寺董事長馬英夫及總幹事沙葆琚往來奔走督導，歷經十三個年頭，始於民國 85

年 9 月完工。 

該寺座落於台南市中華東路二段 77 巷 4 弄 12 號。經過長期興建工作，終

於有志竟成，於民國 85 年 11 月 3 日落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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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高雄清真寺 

高雄清真寺創始於民國 38 年 1 月，係隨政府遷台之軍、公、教人員中篤信

伊斯蘭之穆民倡議籌款設立。初到台灣的穆斯林們深感無處禮拜之苦，乃由熱

心教門之大老們：趙明遠、穆成相、宗伯英、楊保智、馬國樑等教親奔走，暫

租得高雄市五福四路 117 號樓房一間（共 270 平方公尺）二樓暫做拜主處所。

因空間太小，不敷每週教胞來寺聚禮之用，故再遷至林森一路 19 號。該處土地

約有 460 平方公尺，但原建築為日式房屋，遷入時亦是典租，後經中國回教協

會偕同集資購置，經歷年之修繕改建加建，始稍具規模。 

民國 69年 4月由我政府協助中國回教協會向台糖公司洽購取得新寺土地所

有權，至民國 77 年 10 月始議決以售產置產方式，將林森一路舊寺土地出售，

以所得三分之一建造新寺。民國 79 年 11 月招商承建，12 月 17 日正式動工興

建新寺，屆至民國 80 年 12 月底，新寺結構體全部竣工，民國 81 年 2 月 7 日即

在新寺大殿舉行。節錄《台灣回教史》賈福康，頁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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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Salatul Jinnazah  者拿則（殯禮） 

第一次抬手唸： 

ALLAHU AKBAR（安拉大哉）主啊！您超絕萬物！我讚頌您，您的 اهللا أآبر

尊大，您的威尊高，只有您，在無神明。 

سبحانك اللهم و بحمدك و تبارك اسمك و تعالى جدك  و ال إله غيرك                          

                                                再唸古蘭首章   بسم ا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هللا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 إياك نستعين إ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 ال الضالين 

奉至仁至慈的安拉之尊名，一切讚美全歸安拉，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

祢 祢 祢 祢主，報應日的主，我們只崇拜 ，只求 祐助，求 引導我們上正路， 所祐

助者的路，不是受譴怒者的路，也不是迷誤者的路。 

第二次抬手唸： 

ALLAHU AKBAR（安拉大哉）主啊！您慈憫穆罕默德與其家眷，就 اهللا أآبر

像您慈憫伊布拉與其家眷那樣。您賜予吉祥，給予安寧，調養我們的主啊！您

確是受讚的，尊大的。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 على آل محمد آ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 على آل إبر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آما بارآ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 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للهم بارك على محمد و على آل محمدا

  حميد   مجيد

                                                                   

第三次抬手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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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HU AKBAR（安拉大哉）主啊！您恕饒我們活著的與已亡故 اهللا أآبر 

的，在場的與不在的，年幼的與年長的，男的與女的吧！主啊！您叫我們中活

的，活在伊斯蘭道路上，死在對真主的信仰（imani）而歸真吧！ 

    اهللا أآبر

 اللهم اغفر لنا حينا و ميتنا و شاهدنا و غائبنا وصغيرنا و آبيرنا و ذآرنا و أنثانا                    

على اإليمان اللهم من أحييته منا  فأحيه على اإلسالم  و من توفيته منا  فتوفه            

 第四次抬手唸： 

ALLAHU AKBAR（安拉大哉）之後唸主啊！主的安寧與主的慈憫在 اهللا أآبر

你們之上。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و رحمة اهل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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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早期穆斯林訃聞與百日開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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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穆斯林走墳須知 

穆斯林家屬大家好……賽倆目爾萊已庫（平安在你們之上） 

歡迎來到我們敬愛的穆斯林墓園，為了正確表達對穆斯林亡人的孝心與追

念，敬請各位教親與兄弟姐妹們配合「穆斯林走墳須知」以避免發生穆斯林的

的禁忌，做好對亡人宗教信仰的尊重。 

禁忌的事項 

（一）不向亡人鞠躬、叩頭或行其它宗教祭祖儀式（穆斯林禁拜偶像）； 

（二）不要攜帶鮮花、不燃燒紙錢、不燒香祭拜（穆斯林維護環保）； 

（三）不要請教外道士為亡人誦經，不聽信教外人士指導，不播放教外經文； 

（四）不攜帶寵物與亡人所喜愛吃的或用的東西當做供品； 

（五）不打手機與墳下亡人對話； 

（六）不帶肉食、酒品飲料類（非清真食品：酒類、猪肉、外教人賣的牛、羊、

雞、鴨、供拜品等食（用）品、不嚎啕大哭與不宜喧嘩吵鬧。 

許可的事項 

（一）遵守穆斯林走墳規矩，請清真寺或懂宗教的教親協助陪同； 

（二）到了墳上先說：平安在你們之上，你們已先行，我們將來臨，萬物皆回

歸於安拉真主之處； 

（三）心裡緊記安拉真主，向祂默禱祈求內心的事，全知的主宰；  

（四）冥想人生無常，在死亡來臨前應如何準備（求安拉真的引領、認識伊斯

蘭的價值、學習穆罕默德先知【安拉的安寧在他之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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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宣傳亡人身前守伊斯蘭的決心與忍耐事跡，如何再傳承給下一代； 

（六）多唸阿語讚主詞如下： 

  必思咪拉（奉安拉真主之尊名開始） 

  蘇布哈論拉（讚安拉真主之清高） 

  艾勒哈母都令拉希（一切讚美都歸於安拉真主） 

  拉一拉海印浪拉乎（萬物非主，惟有安拉真主） 

  安拉乎阿克白樂（安拉大哉） 

  阿思他葛非論拉（求安拉真主的寬恕） 

亡人已回歸安拉真主那裡，他還是他，他既不會變成神，亦不會變成鬼，

所以不用向他祈求趨吉避凶的事，人世間的生與死都是由獨一的安拉真主來掌

管，所以，我們只有向安拉真主做祈禱，求寬恕給自己、給家人、給別人、給

亡人，這就是穆斯林的善念與善行之一。 

教親需要協助走墳、學習伊斯蘭教義常識及唸讀祈禱文請電洽： 

手機：0939305058          志工 馬阿訇孝棋 兄弟     2011/4/3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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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台北六張犁回教公墓簡述 

本會以「中國回教協會台灣省分會籌備處」之名與台北市政府於民國 38 年

8 月簽訂「六張犁公墓」山石地壹處計貳千營區立碑為界以供使用，但須遵照

北市公墓使用辦法規定辦理埋葬許可手續並繳納規費…。同月北市衛生院批示

「可先提示醫師診斷證明書證明回胞不是傳染病者其他手續於 24 小時後補辦」

函。 

台北市政府社會局於 73 年 8 月 21 日（73）北市社一字第三四一八七號函

致蔣春盛君（該回墓管理員）請依照「墳墓設置管理條例」第六、三十條等條

文之規定補辦申請，在未核准設置公墓前，不得實施埋葬事宜。 

本會於民國 83 年 4 月 5 日成立「六張犁回教公墓管理會」由回協與台北、

文化、龍岡三個清真寺組成管委會，協調解決公墓穴位不足問題，首要積極向

占用墓地的教親溝通以騰出墓地開挖預備墳穴做為舒緩墓穴位不足問題，為公

平管理特擬定「公墓管理辦法」並設置「公墓環境維護管理基金」授權北區各

寺輪值管理，至今以安葬 344 穴位（含自備穴位）。 

民國 90 年 11 月 30 日台北市殯葬管理處北市宇二字第 9060672500 號函致

回協有關該回教公墓之設置及修繕，應請依法辦理，其函主旨是未經該處申請

核發埋葬許可證，不得收葬，違者，則有該處依法令規定處理。回協於民國 90

年 12 月 7 日回函依「合約」管理下葬事宜 

民國 92 年 4 月 19 日獲行政院秘書處函有關本（97）年 4 月 1 日台中回教

清真寺向總統府公共事務室陳情，目前台灣回教徒約有 3 萬人，其於亡時均由

清真寺辦理安葬回教公墓永久埋葬，由於公墓即將飽和而自行覓地申請設置專

屬公墓不易，故請於設置公墓或辦理舊墓更新時，酌予規劃回教專屬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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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 年 10 月 7 日台北市社會局北市社七字第 0933900200 號函致馬秀雲

何培秋君馬思倫駱美惠君何慶祥君等四位北區教親「台端於本市信義區犁和段

一小段九二、二六七地號內違法設置墳墓」乙案請於文到三個月內遷葬，過期

未遷本局將依法科罰。 

民國 95 年 4 月 26 日回協召開回教公墓會議，除北區寺董負責人還有內政

部民政司主管官員與會協助解決。 

民國 95 年 6 月間在桃園縣龍潭鄉第十二公墓並到場會勘，地方政府須依照

「殯葬法規」七年輪葬與繳納規費（外縣市教親約四萬元）而未繼續辦理。在

台北六張犁回教公墓以僅有 20 墓穴可用年內將面臨墓地短缺，一旦我們必須接

受輪葬重覆使用之法令規定，則許多相關的問題即將接踵而來，因此考慮尋求

取得私有喪葬用地…並希望透過外交途徑施予援手。（見會刊 301 期 38 頁） 

民國 96 年 6 月間由倪前理事長國安等五員，前往北市社會局拜訪師局長，

達成准予繼續使用，但必須至殯葬管理處辦理埋葬許可證，並依使用面積繳交

規費，至於七年輪葬年限由回協視情況辦理，另外准予協會未在 73 與 90 年提

出申請再給予申請機會。 

本會向殯葬管理處提出申請，並於民國 96 年 11 月 25 日獲悉，因本會申請

之相關文件不符合「殯葬管理條例」第 7 條和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檢還申辦。 

民國 97 年 3 月 16 日本會獲該處函請依「殯葬管理條例」規定，儘速補正

事項，申請設置以免違法。 

民國 97 年 4 月 3 日回協前往該處接辦補正申請事宜幾經多次面商結果，4

月 23 日該處以「專案專簽方式」報府處理。 

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回協依本（97）年 2 月 10 日所議決「台北六張犁回教

公墓」即日起實施穆斯林亡人墓穴循環使用（輪葬）方式，以舒緩墓區飽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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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民國 97 年 7 月 17 日該處因「殯葬管理條例」正在立法院二讀通過為由檢

還本會申請設置公墓案。 

該法二讀通過後將年滿十年以上之公墓就地合法繼續使用，但須與該處完

成辦理簽訂合約方得使用，而合約對該公墓使用的方式可採︰ 

（一）向該處租用方式（二）委託該處管理方式但都必依該殯葬法令辦理

埋葬。 

民國 97 年 8 月 15 日回協前往吳立法委員辦公室與內政部主管官員協調有

關二讀殯葬管理條例第九十九條文須涵蓋回教在內以保障穆斯林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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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目前回協與北市府

民政局對此問題正

進行商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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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林喪禮手冊 

回教本名伊斯蘭，穆斯林是信仰獨一的主宰-安拉-的人，相信祂造萬物、時

空、生命、死亡、靈魂等等。祂啟示古蘭經做為人類最後指引，而這個生活方

式就是祂所訂定的伊斯蘭，其宗教本質就是敬拜安拉，憐愛眾生，善待萬物，

兩世吉慶。 

穆斯林的喪葬「三大原則，九大步驟」 

穆斯林喪葬的原則 

穆斯林喪葬採取節葬、土葬、速葬、葬不擇日、墓不堪輿、葬不用棺和嚴

禁火葬與祭拜祖先。 

穆斯林殯葬儀式的前中後概述 

重視「善終」 

一、立遺囑、還債、分配遺產， 

二、對臨終者「提念」清真言「萬物非主，惟有安拉」 （ إال اهللا     ال إله，  la-ilaha 

illallah ）是穆斯林的義務； 

三、親人要在旁協助他（她）向安拉做「討白」（懺悔）與祈禱； 

四、病患去世（歸真），家屬為亡人合上雙眼，如有假牙義肢須去除，抿嘴將

頭向「右」（  القبلة ，al- qiblah，朝向麥加天房）側擺，禁止大哭，多說亡

人的好話，因為天使為他都會向安拉乞求； 

五、報喪（ النعى ，annaa’ 通知親友喪訊）聞訊者要說：「我們確是安拉所有，

我們必定只歸於祂。」並為他（她）祈禱，「全世界的主宰啊！祢恕饒我

們和他吧，祢教他的墳內寬闊與光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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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送亡人到清真寺，舉行殯禮 

殯禮（  صالة الجنازة ，salatul-jinnazah）在清真寺內舉行，寺裡禁設靈堂、不

行樂歌舞、不誦經、不放置亡人肖像、不點燒香、不燃紙錢或向亡人跪拜供奉

祭品、家屬不披麻帶孝、嚴禁豪哭失態等舉動。 

殯禮儀式過程： 

洗禮：為洗亡人身體做全身淨身（  غسل الميت  ，qaslal-maiti，大小淨）穆斯

林相信，透過洗亡人的身體，洗滌亡人的過錯，以潔淨的身體回歸安拉。 

亡人穿克凡布（   تكفين الميت ，takfinal-maiti）潔淨後，不上粧、不穿壽衣、

只以白色布裹身，男子用三大塊布，女子用五塊布，從頭到腳不露身體的任何

部位包好，之後置於木盒箱（經匣）內，抬運至站殯禮之處。經匣（在台灣頭

北足南面向麥加天房）放在眾人前，參加者限穆斯林，男士在前，女士在男士

之後，以三排以上為佳，由教長（伊瑪目）站在經匣後方，率領教眾行四抬手，

回賜歸亡人。 

教外親友可來清真寺觀禮，但不送花籃、輓聯、祭拜、上香等行為，惟靜

座觀禮區，見亡人經匣時請站立目視，不向亡人鞠躬與叩頭。 

站者拿則方式 

第一次抬手唸：ALLAHU AKBAR 主啊！您超絕萬物！我讚頌您，您的尊

大，您的威尊高，只有您，在無神明；再繼續唸古蘭經第一章 

第二次抬手唸：ALLAHU AKBAR 主啊！您慈憫穆罕默德與其家眷，就像您

慈憫伊布拉欣與其家眷那樣。您賜予吉祥，給予安寧，調養我們的主啊！您確

是受讚的，尊大的。 

第三次抬手唸：ALLAHU AKBAR 主啊！您恕饒我們活著的與已亡故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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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與不在的，年幼的與年長的，男的與女的吧！主啊！您叫我們中活的，活

在伊斯蘭道路上，死在對安拉的信仰（imani）上吧！ 

第四次抬手唸：ALLAHU AKBAR 之後說：色蘭目（臉轉向右肩說色蘭目「平

安詞」）禮畢。 

抬經匣至墓園（   حمل الجنازة و إتباعها ，hamlal-jinnazah waitibaiha）抬經匣快步

走，抬者默唸：「求安拉寬恕亡人。」送者最好走在亡人後方； 

安葬（  الدفن ，addafn  ）因遵守節葬原則，墓基不大，墳地不築（台北六張

犁回教公墓墓基使用面積：深至 110 公分，長 210 公分，寬 70-80 公分），亡

人入墓穴時低唸：「奉安拉之尊名與使者的聖行開始。」 

搭救亡人唸經祈禱（   الدعاء له ，addua lahu）為亡人向安拉祈禱。亡人在墓

裡只有三件事他（她）能繼續享有善功的回賜。穆聖（安拉賜福他）說：「一

個人去世後，他的善功將中斷。除非三件工作：永久性施捨；有益于人類的知

識；清廉的兒女的都阿（祈禱）。」埋亡人後念：「主啊！這是祢的僕民，他

（她）已歸依祢，祢是最好的歸宿，求祢恕饒他（她），加寬他（她）的墓穴。」 

對亡人的孝道 

◎亡人已回歸安拉真主那裡，他（她）既不變成神，亦不變成鬼，所以不用向

他（牠）祈求趨吉避凶，人世間的生與死都是由獨一的安拉來掌管，所以，

我們只有向安拉做祈禱，求寬恕，給自己、給家人、給別人、給亡人。 

◎穆斯林去世不招魂、不立神主、不燒錢紙、不祭供品、不做法會、不辦頭七、

不選墓地、不看風水、不過清明。 

◎表達對亡人的孝順，只有每天向安拉進行五次禮拜，拜後為亡人祈禱求寬恕；

為亡人多行善功與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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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中 國 回 教 協 會 
  الجمعية اإلسالمية الصينية

The Chinese Muslim Association 
No. 62, Hsin Sheng South Road, Sec.2, Taipei, Taiwan,R.O.C 

Tel：886-2-23927364  Fax：886-2-23948390 
 

使用台北六張犁回教公墓輪葬墓穴 

 

切  結  書 

 

亡人           之家屬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完全依照中國回教協會訂定之 

 

「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之輪葬墓穴管理辦法」之規定，特立此據。 

 

下 葬 日 期： 

穴 位 號 碼： 

亡人家屬代表人： 

 

中國回教協會台北六張犁回教公墓管理委員會 

 

簽 定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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