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久他鄉是故鄉日久他鄉是故鄉
──談中國的穆斯林──談中國的穆斯林

政大阿文系講師趙秋蒂政大阿文系講師趙秋蒂

主題主題

穆斯林進入中國穆斯林進入中國

中國穆斯林從「外國人」到「中國人」中國穆斯林從「外國人」到「中國人」

中國伊斯蘭的獨特樣貌中國伊斯蘭的獨特樣貌

中國穆斯林的認同中國穆斯林的認同

伊斯蘭教傳入中國的途徑伊斯蘭教傳入中國的途徑

穆斯林商人行商穆斯林商人行商

هجرةهجرة -- HijrahHijrah──── MuhMuhāājrjrūūnn––مهاجرونمهاجرون
(a)(a)趨吉：賺錢營生趨吉：賺錢營生(b)(b)避凶避凶

阿拉伯軍旅阿拉伯軍旅

جهادجهاد –– JihJihāādd──── مجاهدونمجاهدون –– MujMujāājidjidūūnn

蘇非教團進入新疆與中國西北地區蘇非教團進入新疆與中國西北地區

哈里發歐斯曼哈里發歐斯曼(( عثمان عثمان--Uthman, 651Uthman, 651--656)656)

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的接觸

陸上接觸：陸上接觸：651651毀薩珊王朝毀薩珊王朝جهاد جهاد 
(Sassanid, 226(Sassanid, 226--651)651)佔呼羅珊佔呼羅珊

海上接觸：唐高宗永徽二年海上接觸：唐高宗永徽二年(651)(651)هجرة هجرة 
遣使入貢遣使入貢

其姓大食氏；其名瞰密莫末膩其姓大食氏；其名瞰密莫末膩 أمير مؤمنأمير مؤمن
(Amir Mu(Amir Mu＇＇min)min)

翁米亞時期翁米亞時期(( أمية أمية-- Umayyad,661Umayyad,661--750)750)

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的接觸

704704屈底波屈底波(Qutaiba al(Qutaiba al--BBāāhili,669hili,669--715)715)

任呼羅珊總督都木鹿任呼羅珊總督都木鹿(Merw)(Merw)

征服安國征服安國((布哈拉布哈拉))、康國、康國((薩馬爾罕薩馬爾罕))、、

拔汗那等地拔汗那等地



阿拔斯時期阿拔斯時期((عباسيةعباسية--AbAbāāsiyyah,750siyyah,750--1258)1258)
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的接觸

751751唐天寶十年怛邏斯之役，高仙之為唐天寶十年怛邏斯之役，高仙之為
大食所敗大食所敗

757757助唐平安史之亂，肅宗犒賞大食助唐平安史之亂，肅宗犒賞大食
兵，准留中國娶妻生子兵，准留中國娶妻生子

穆斯林客居中國時期──唐穆斯林客居中國時期──唐(618(618--907AD)907AD)、五、五
代代(907(907--959AD) 959AD) 、宋、宋(960(960--1276)1276)時期時期

唐代唐代 廣州廣州 商人雲集，富庶繁榮，引人覬覦。商人雲集，富庶繁榮，引人覬覦。

阿拉伯阿拉伯《《舊唐書舊唐書》》卷卷198198波斯國：「乾元元年波斯國：「乾元元年
﹝﹝785785﹞﹞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廬舍，浮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廬舍，浮
海而去。」海而去。」

宋代宋代 穆斯林商人來往貿易日盛，不少商人攜眷居穆斯林商人來往貿易日盛，不少商人攜眷居
留諸港附近，聚居而成「蕃巷」。留諸港附近，聚居而成「蕃巷」。

居留之「蕃客」自成團體，享有治外法權。居留之「蕃客」自成團體，享有治外法權。

杭州、明州、上海、泉州、密州等地分設市舶司。杭州、明州、上海、泉州、密州等地分設市舶司。

阿拉伯商人掌控著印度洋的海運權，阿阿拉伯商人掌控著印度洋的海運權，阿
拔斯時期正處於巅峰。拔斯時期正處於巅峰。

從巴格達或水陸貿易中心銷售出去的商從巴格達或水陸貿易中心銷售出去的商
品有：蔗糖、玫瑰與玫瑰水的蒸餾技品有：蔗糖、玫瑰與玫瑰水的蒸餾技
術、緞子、毯子、玻璃器皿。術、緞子、毯子、玻璃器皿。

穆斯林商人帶來大量的香料、珠寶、象穆斯林商人帶來大量的香料、珠寶、象
牙、犀角等中國少見的東西，再從中國牙、犀角等中國少見的東西，再從中國
帶回絲綢、瓷器與藥材。帶回絲綢、瓷器與藥材。

周去飛周去飛《《嶺外帶答嶺外帶答》》卷卷33：「諸蕃國之富：「諸蕃國之富
盛多寶貨者，莫若大食國。」盛多寶貨者，莫若大食國。」

哈里發帝國的崩解與穆斯林大批移入中哈里發帝國的崩解與穆斯林大批移入中

國──元代國──元代(1271(1271--1368)1368)

12581258蒙古西征阿拔斯崩解，大批阿拉伯、中蒙古西征阿拔斯崩解，大批阿拉伯、中
亞、波斯穆斯林隨蒙古軍遷到中國亞、波斯穆斯林隨蒙古軍遷到中國((色目色目
人人))，多居西北。，多居西北。

《《明史明史》》卷卷332332西域傳「撒馬爾罕」：「元時西域傳「撒馬爾罕」：「元時
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

元代因穆斯林協助滅宋，對穆斯林待遇優。元代因穆斯林協助滅宋，對穆斯林待遇優。

穆斯林對中國諸多科學貢獻大。例如：回回穆斯林對中國諸多科學貢獻大。例如：回回
炮、天文儀器、曆法、建築、製藥等。炮、天文儀器、曆法、建築、製藥等。

穆斯林本土化與回族的形成──明代穆斯林本土化與回族的形成──明代

(1368(1368--16441644) ) 
穆斯林因經商、服役、屯田、傳教定居中穆斯林因經商、服役、屯田、傳教定居中
國，過著亦農亦商的生活，國，過著亦農亦商的生活，

《《明律明律》》禁色目人互相婚配、禁宰耕牛、禁色目人互相婚配、禁宰耕牛、
禁胡服、胡語、胡姓。禁胡服、胡語、胡姓。

穆斯林地位較元時一落千丈，很多功臣名穆斯林地位較元時一落千丈，很多功臣名
將與名人學者，取漢姓漢名，以將與名人學者，取漢姓漢名，以 تقيةتقية --
TaqiyyahTaqiyyah原則隱藏穆斯林身分，也進行著原則隱藏穆斯林身分，也進行著
本土化的過程。本土化的過程。

明朝對貢使防範嚴格，唯恐來者是明朝對貢使防範嚴格，唯恐來者是
為了刺探中國虛實。阿拉伯、波為了刺探中國虛實。阿拉伯、波
斯、中亞等地之穆斯林與中國交往斯、中亞等地之穆斯林與中國交往
日少，且多從海路。日少，且多從海路。

葡萄牙人達加瑪葡萄牙人達加瑪(Vasco Da (Vasco Da 
Gama,1469Gama,1469--1524AD)1524AD)率領船隊將阿率領船隊將阿
拉伯商人趕出了香料貿易市場，拉伯商人趕出了香料貿易市場，
16th 16th 穆斯林的海上霸業結束。穆斯林的海上霸業結束。



蘇非教團進入新疆與中國西北地區──蘇非教團進入新疆與中國西北地區──

明末、清代明末、清代

蘇非蘇非

--تصوف تصوف  TasawwufTasawwuf
صوفي صوفي  -- SSūūffīī
خنقاءخنقاء -- KhanqKhanqāā’’
مرشدمرشد -- MurshidMurshid مريدمريد -- MurMurīīdd
طريقةطريقة -- TarTarīīqq

兩河流域的教團有：兩河流域的教團有：

سهرورديةسهروردية     -- SuhrawardiyyahSuhrawardiyyah

قادريةقادرية             -- QQāādiriyyahdiriyyah

رفاعية رفاعية            -- RifRifāā ｀`iyyahiyyah

中亞地區的教團有：中亞地區的教團有：

موالوية موالوية          -- MawlMawlāāwiyyahwiyyah

آبراويةآبراوية -- KubrKubrāāwiyyahwiyyah

نقشبانديةنقشباندية -- NaqshibNaqshibāāndiyyahndiyyah  

現今流傳現今流傳新疆新疆地區的蘇非信仰，主要是由地區的蘇非信仰，主要是由
NaqshibNaqshibāāndiyyahndiyyah進入新疆之後廣為傳布進入新疆之後廣為傳布

瑪哈圖木阿雜木瑪哈圖木阿雜木((Mahtum A Mahtum A ｀`dhamdham))被喻為新被喻為新
疆和卓家族的始祖，其三支後裔在疆和卓家族的始祖，其三支後裔在16th16th末末
17th17th初進入新疆，形成了喀什葛爾和卓家初進入新疆，形成了喀什葛爾和卓家
族，通稱為依禪。族，通稱為依禪。

17th17th，蘇非經由新疆或阿拉伯傳入中國西，蘇非經由新疆或阿拉伯傳入中國西
北，計有北，計有

        KubrKubrāāwiyyahwiyyah((庫布忍耶庫布忍耶))
        QQāādiriyyahdiriyyah((嘎的林耶嘎的林耶))
        NaqshibNaqshibāāndiyyahndiyyah((分為虎夫耶與哲嚇忍耶分為虎夫耶與哲嚇忍耶))

中國伊斯蘭的分化──新舊教的衝突中國伊斯蘭的分化──新舊教的衝突

蘇非進入西北，從穆斯林中吸收信徒。蘇蘇非進入西北，從穆斯林中吸收信徒。蘇
非教團被稱為新教非教團被稱為新教((門宦門宦))；原來的穆斯林；原來的穆斯林
被稱為「被稱為「格底木格底木」」 قديمقديم)) -- QadQadīīmm，老教，老教))

新舊教爭→新舊教爭→

清廷鎮壓→清廷鎮壓→

穆斯林抗清穆斯林抗清((回變回變))

1818世紀開始，伊斯蘭中土出現了宗教復振世紀開始，伊斯蘭中土出現了宗教復振
運動運動﹝﹝ نهضةنهضة --NahdahNahdah﹞﹞，這股風潮很快的，這股風潮很快的
傳向世界各個角落。傳向世界各個角落。

中國穆斯林社會所受到的影響中國穆斯林社會所受到的影響

→新興宗派現象→新興宗派現象

→新、舊宗派之間不斷的紛爭→新、舊宗派之間不斷的紛爭

依赫瓦尼依赫瓦尼﹝﹝ إخوانيإخواني ﹞﹞出現之後，出現之後，19th 19th 末與末與
20th 20th 初和門宦之間又出現了摩擦。初和門宦之間又出現了摩擦。

回族史回族史的建構的建構

始於隋唐、盛於元明、衰於清始於隋唐、盛於元明、衰於清

唐宋唐宋時期為穆斯林的客居時期時期為穆斯林的客居時期

元代元代穆斯林大批移入成為中國社會的一份子穆斯林大批移入成為中國社會的一份子

明代明代穆斯林本土化之後並沒有變成漢人，反而民穆斯林本土化之後並沒有變成漢人，反而民
族的邊界漸趨鮮明，「回族」逐漸形塑族的邊界漸趨鮮明，「回族」逐漸形塑

清代清代來自主體民族的壓力，催促了「回族」內部來自主體民族的壓力，催促了「回族」內部
的凝聚力，原本因共同教門與特殊習俗而展演的的凝聚力，原本因共同教門與特殊習俗而展演的
回、漢界線的自覺意識，再因漢人的歧視而強化回、漢界線的自覺意識，再因漢人的歧視而強化
了「回族」的界線意識了「回族」的界線意識



伊斯蘭伊斯蘭

伊斯蘭教派：遜尼伊斯蘭教派：遜尼

什葉什葉

神秘主義神秘主義

近代伊斯蘭復興運動近代伊斯蘭復興運動

中國伊斯蘭中國伊斯蘭

格底木格底木

不明顯不明顯

各個門宦各個門宦

依赫瓦尼依赫瓦尼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

中國伊斯蘭文化呈現中國伊斯蘭文化呈現

Islam origin                                Chinese traditionIslam origin                                Chinese tradition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 門宦門宦 格底木格底木

伊赫瓦尼伊赫瓦尼

中國穆斯林比較中國？比較阿拉伯？中國穆斯林比較中國？比較阿拉伯？

中國西北穆中國西北穆斯林文化的多元樣貌斯林文化的多元樣貌

格底木格底木﹝﹝ قديمقديم ﹞﹞
門宦：庫不忍耶門宦：庫不忍耶﹝﹝ آبريةآبرية ﹞﹞

                      嘎的林耶嘎的林耶﹝﹝ يةيةقادرقادر ﹞﹞

        虎非耶﹝虎非耶﹝خفيةخفية﹞﹞
伊赫瓦尼伊赫瓦尼﹝﹝ إخوانيإخواني ﹞﹞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 سلفيةسلفية ﹞﹞

四個宗派四個宗派(denominations)(denominations)四道菜四道菜

四個宗派的宗教實踐─齋月觀察四個宗派的宗教實踐─齋月觀察

見月開齋見月開齋

格底木格底木 ────初二、以邦克擴音器通知初二、以邦克擴音器通知

伊赫瓦尼──伊赫瓦尼──報月、領月報月、領月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追隨沙烏地、點亮綠燈追隨沙烏地、點亮綠燈

門宦門宦 ────初一初一

開齋慶典開齋慶典

格底木格底木 ──上寺會禮──上寺會禮

伊赫瓦尼──伊赫瓦尼──出荒郊出荒郊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上寺會禮上寺會禮

門宦門宦 ────較簡單，最隆重的是教主忌日的祭禮較簡單，最隆重的是教主忌日的祭禮

﹝﹝爾麥里爾麥里﹞﹞

開齋相關活動開齋相關活動

格底木格底木 ────請阿訇到家唸經與用餐；請阿訇到家唸經與用餐；

上墳上墳﹝﹝拿香拿香 ﹞﹞

伊赫瓦尼──伊赫瓦尼──請阿訇吃飯，不唸經；請阿訇吃飯，不唸經；

訪親友；上墳訪親友；上墳﹝﹝不拿香不拿香﹞﹞

賽萊非耶──賽萊非耶──訪親友訪親友

門宦門宦 ────教親上拱北燒香；教親上拱北燒香；

赴道堂拜訪老人家；赴道堂拜訪老人家；

老人家拜訪教親老人家拜訪教親

中國穆斯林的認同中國穆斯林的認同

認同的投射──宗教、祖先溯源認同的投射──宗教、祖先溯源

伊斯蘭伊斯蘭

回回祖國回回祖國

認同的投射──語言？認同的投射──語言？

回族：漢語回族：漢語

撒拉、保安、東鄉：族語撒拉、保安、東鄉：族語



回族穆斯林認同的標的回族穆斯林認同的標的

內地回族穆斯林內地回族穆斯林

家庭→哲瑪提家庭→哲瑪提((寺坊寺坊))⋯⋯→→回族→穆斯林回族→穆斯林

中國西北回族穆斯林中國西北回族穆斯林((四個宗派、四道菜四個宗派、四道菜))

家庭→寺方→宗派家庭→寺方→宗派⋯⋯→→回族→穆斯林回族→穆斯林

內地內地vsvs西北；城市西北；城市vsvs鄉下鄉下

麥加情結麥加情結
泛回概念泛回概念

中國人認同中國人認同++宗教認同宗教認同

外國人→中國人→中國少數民族外國人→中國人→中國少數民族

他鄉是故鄉；故鄉成他鄉他鄉是故鄉；故鄉成他鄉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