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十）  
 

日期： 2022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 30 至中午 12： 30 

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40號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主題：理解跨文化與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主講者：楊興本教長，馬蓬偉哈智，黃尚禮老師 

分享嘉賓：Iaza Butt 

主持：宋小萍老師 / 張卓峰先生 

 

   程   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宋小萍老師 / 張卓峰先生 

 

09:35 - 10:20 

第一部分： 

介紹伊斯蘭文化 

主講：楊興本教長 

 

10:20 - 10:50 

第二部分： 

分享外語 (阿拉伯語)的學與教 

主講：黃尚禮老師 

 

10:50 – 11:00   休息十分鐘 

11:00 – 11:30 

第三部分： 

非華語畢業生分享 

Iaza Butt 

 

11:30– 11:50 
第四部分： 

答問及致送紀念品 

11:50– 12:30 

第五部分： 

介紹及參觀清真寺 

馬蓬偉哈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3%E4%B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7%BE%A4%E9%81%93


了解伊斯蘭文化



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指出 ：“在世界上

延續時間長、沒有中斷過、真正形成獨立體系

的文化只有四個——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

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從希臘、羅馬

起始的西歐文化體系。”（季羨林主編：《東

方文化史話序》黃山書社，1987年，第1頁。)



美籍歷史學家菲利普．希提博士（Philip Hitti 

1886~1978）說：“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僅是一

個帝國，而且是一種文化。－－後來，他們把其中

許多文化影響傳到中世紀的歐洲，從而喚醒了西方

世界，使歐洲走上了近代文藝復興的道路。”他還

說：“在八世紀中葉到十三世紀初這一時期，說阿

拉伯話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源泉的主要擔

當者。對古代科學和哲學的重要發現，修訂增補，

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 伊斯蘭文化是一種源於伊斯蘭教的文化
，是在《古蘭經》和“聖訓”的原則基
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它博大精深，內
容廣泛，涉及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文化



什麼是伊斯蘭

➢ 字面釋義：安寧,順從,和平

➢ 定義：伊斯蘭就是诚信并接受真主启示
给穆罕默德的全部律法和教义

➢ 宗教名稱：伊斯蘭這個名稱來自于《古
蘭經》的明文

“今天,我(真主)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
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我已選
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古蘭經5:3)



基本功修(五大支柱，簡稱--五功)

◼念作證言

◼禮拜

◼齋戒

◼天課

◼朝覲



唸作證言

我作證 : 除安拉外，別無應受

崇拜的，他獨一，無夥伴；我也

作證：穆罕默徳是安拉的忠僕和

使者。



禮拜

穆斯林每天按時禮拜：

➢ 日出前

➢ 正午後

➢ 日偏西至日落前

➢ 日落後

➢ 晚間



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朝向麥加克爾白（天房）拜真主



禮拜要注意的地方

1.身體、衣服、地方清潔
2.指定時段
3.朝向“克爾白” (Ka’bah) 拜真主
4.遮蓋羞體
5.虔誠意念、集中精神

6.禮拜動作、姿勢
（站立、鞠躬、叩頭和跪坐）



禮拜內容

◼ 舉意

◼ 唸“真主至大”



誦唸《古蘭經》 “開端章”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讚頌，全歸真主，全世界的主，

至仁至慈的主， 報應日的主。

我們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

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

你所祐助者的路，不是受譴怒者路，

也不是迷誤者的路。



鞠躬

誠讚我的養主清高超絕



叩頭

誠讚我的養主偉大超絕



跪坐

求 真主賜你平安



祈禱



禮拜的作用

◼ 精神意志上紀念真主

◼ 感謝真主的賜予

◼ 向真主懺悔、向真主求恕饒

◼ 求真主憐憫

◼ 穆聖比喻五次禮拜為下河洗濯五次



禮拜的作用

◼ 意識到人是真主的僕人

◼ 時刻提醒人對真主的責任

◼ 培養生活要有紀律、清潔

◼ 培養個人對真主的謙遜、敬畏

◼ 淨化思想，使行為端正



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你当谨守

拜功，拜功的确能防止丑事和罪恶，

纪念真主确是一件更大的事。真主知

道你们的做为。(古蘭經 29:45)



齋戒

伊曆二年(遷都後第二年)規定

每年伊曆九月（萊麥丹）

古蘭經明示 (2:183)

定義：
從破曉至日落，禁止飲、食、夫婦
行為及所有罪惡的言行。



信道的人們啊！齋戒已成
為你們的定制，猶如它曾
為前人的定制一樣，以便
你們敬畏。(古蘭經 2:183)



齋戒的意義

➢阿文齋戒的意思為：克制、節
制、飲食有度、斷食及齋戒等。



齋戒者的條件

- 穆斯林

- 成年

- 理智健全、成熟

- 身體潔淨

- 定居（住家者）

- 健康、體壯



齋戒

◼ 白天時禁止飲、食、夫妻房事

◼ 分三層次 1.口腹及性之齋戒

2.舌頭、手腳之齋戒

3.思想上之齋戒



齋戒的好處

- 增強信德 - 加強團結

- 感讚真主 - 節制性慾

- 幫助貧困、鼓勵好施

- 對真主恭順、誠實奉獻、接近真主

- 培養出一種警覺與完美的良知

- 學會忍耐與無私

- 訓練意志力及克制的能力



齋戒的目的

◼ 鍛煉忍耐，刻苦的精神

◼ 節制慾念

◼ 培養誠實的品格

◼ 體會飢餓，啟發慈悲之心

◼ 最後達到敬畏真主



齋戒

從科學、健康角度看齋戒

◼ 解除習性束縛

◼ 排清毒素，有助健康



天課

阿文的意思是淨化、潔淨、增 長、

發展

通過施天課來淨化財產，淨化本身對
財產貪慕之心

淨化收天課的人對富人妒忌之心

古蘭經 2:43



你們當謹守拜功，完納天課，與

鞠躬者同齊鞠躬。

(古蘭經 2:43)



天課

◼ 將每年财产盈餘的四十分之一贈予
窮困的人

◼ 不是施捨，是崇拜(責任)

◼ 潔淨財產

◼ 潔淨對財產過度嚮往的心



天課

◼ 戒除貪念、吝嗇

◼ 啟廸同情心

◼ 財富觀念─人不是擁有者，只是信
託者

◼ 縮減貧富距離，減少社會矛盾



朝覲

阿拉伯文字「哈吉」 Hajj ，
意思是為指定目的而出發。

在教義層面上：到天
房巡視 (古蘭經 3:97)



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
都有為真主而朝覲天房的
義務。(古蘭經 3:97)



天房 (克爾白)



「哈志」是在：
特定的地點
沙地阿拉伯麥加城及其郊區平原、
山區；和

特定的日期 伊曆十二月八日至十
三日

舉行的一連串宗教儀式



朝覲
旅程(伊曆12月8日-13日)



兩山之間奔跑



在阿拉法特
祈禱



駐米納 （住帳篷）



露宿穆茲代里法



用小石撃魔鬼石柱



宰牲



朝覲

◼旅程不是遊樂，不是遊山玩水

◼ 紀念伊布拉欣及易司馬儀兩位
聖人

◼ 為主奉獻、犧牲的精神



朝覲

◼ 世界各地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信眾
只為遵主命而來,以同一方法、同一目
標來讚美全能真主的光榮

◼ 使朝覲者體會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

◼ 一切行為都要向真主負責



五功培養人的靈性

◼ 念 ─ 確立人生目標，有方向感

◼ 禮 ─ 自省、身心潔凈、恆心

◼ 齋 ─ 忍耐、情緒控制、

出於自發、行為內化



五功培養人的靈性

◼ 課 ─ 合理地關顧他人、愛心的表現

◼ 朝 ─ 服從和犧牲

忍耐艱苦

反思自己將來的命運(審判)

面對生平行為的總評估



基本信仰(六大信條)

◼ 信安拉(真主)

◼ 信天使

◼ 信經典

◼ 信使者

◼ 信前定

◼ 信末日(審判,後世) 



真主

1.  真主的尊名：

(ALLAH)    安拉

2.  真主的德性

◼ 獨一

◼ 大仁大慈

◼ 寬恕、公道



「是他們從無到有被創造出來呢？還

是他們自己就是創造者呢？難道他

們曾創造天地嗎？不然，是他們不

確信真主。」(古蘭經52:35~36)



萬物非永恆；必有創造者

創造者與受造物的性質應有不同

創造者必不受外物所引發產生

創造者必不依賴外物而存在

創造者必是自足可無止境

創造者必是永恆不滅的



真主是獨一的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你說：衪是真主，是獨一的主；真主是萬

物所仰賴的；衪沒生產，也沒有被生產；

沒有任何物可以做衪的匹敵。

《古蘭經第一一二章》



真主是獨一的
真主，除祂外絕無應受祟拜的；

祂是永生不滅的，是維護萬物的；

瞌睡不能侵犯祂，睡眠不能克服祂；

天地萬物都是祂的；

不經祂的許可，誰能在祂那裡替人說情呢？

祂知道他們面前的事，和他們身後的事，除祂所啟示的

外，他們絕不能窺測祂的玄妙；

祂的知覺，包羅天地。

天地的維持，不能使祂疲倦。

祂確是至尊的，確是至大的。﹝古蘭經 2:255﹞



天使

1. 用光造

2.  一般人不能見其面貌

3.  人對其認識，只靠啟示

4.   擁有很大能力，永不違背真主
《古蘭經》 66：6

5. 永不歇息地侍奉真主



天使

6. 把真主的訊息傳達給祂的使者 《古
蘭經 》81：19-21

7. 一切自然現象如刮風、下雨、死亡等，
由天使執行。



真主的經典

1. 《古蘭經 》是真主的啟示

2 .  穆聖以前亦有啟示

「你們 說：『我們信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卜拉欣、

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

啟示，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與眾先知受主

所賜的啟示 ;我們對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加歧視，

我們只歸順真主。』」



真主的經典
3. 降示給穆撒（摩西）聖人的《討拉特》

降示給達吾德（大衛）聖人的《宰布爾》
降示給而撒（耶穌）聖人的《引支勒》
這些經典帶來同一信息

「我在你﹝穆聖﹞以前的使者，均由我啟示道

：『除我以外再沒有主，所以你們當侍奉我

。』」

《古蘭經》 21：25



真主的經典

4. 《古蘭經 》受真主保証，永遠不能

被人竄改，永受真主保護。

「我確已降示教誨， 我確是教誨的保
護者。」

《古蘭經》 15：9



真主的使者

1. 使者是人，被選為主傳話

2.  自覺的努力不能使人成使者，是主恩

寵，賜予應得的人

3.  精神、道德修養高尚

4.  獲主賜明証，有別於冒充者



真主的使者

5.  均能以身作則，不背棄主的訊息。

6.  不折不扣是「人」

要吃飯上市場 《古蘭經 》 25:20

要睡眠，死亡 《古蘭經》 21:34

知識有限 《古蘭經》 72:26-7

無主許可不能代人說情



真主的使者

7.  真主曾在每個民族選派使者。

「我確已派遣許多使者，他們中有我在以

前已告訴你們的，有我未告訴你的。 」

《古蘭經 》 4：164

8.  穆罕默德 (求主賜福他) 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



死後復生

起初我怎樣創造萬物，我要

怎樣使萬物還原，這是我自

願應許的，我必實行它。

(古蘭經 21：104)



真主的定度﹝前定﹞

1.  定度

「我確已依定量而創造萬

物。」 ﹝古蘭經 54:49﹞



真主的定度﹝前定﹞

2.  一切均記載入冊

「大地上所有的災難，和你們自己所遭的禍患，

在我創造那些禍患之前，無不記錄在天經中；

這事對於真主確是容易的，以免你們為自己所

喪失的而悲傷，為他所賞賜你們的而狂喜。真

主是不喜愛一切傲慢者、矜誇者的。」﹝古蘭經

57:22-3﹞



真主的定度﹝定份﹞

3.  主給人意志選擇

「這確是教誨，誰願意覺悟，誰可以選擇

一條通達他的主的道路。除真主意欲外，

你們決不意欲。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

的。」

﹝古蘭經 76:29-30﹞



真主的定度﹝定份﹞

4.  信仰由人自決

「你說：“真理是從你們的主降示的，誰願意信道就讓

他信吧，誰不願信道，就讓他不信吧。”我已為不義

的人，預備了烈火，那烈火的煙幕將籠罩他們。如果

他們﹝為乾渴而﹞求救，就以一種水供他們解渴，那

種水像瀝青那樣燒灼人面，那飲料真糟糕！那歸宿真

惡劣！」﹝古蘭經 18:29﹞



伊斯蘭法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正门入口处，引用《古兰经》第四章一百三十五节作为标语，并被认为

该描述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正义之一。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
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
和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
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
真主是最宜于关切富翁和贫民的。你们
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
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末，真主确是

彻知你们的行为的。”(古蘭經4:135)



伊斯蘭法

◼立法的宗旨

懲惡揚善，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

塑造人格完美的穆斯林。



立法的宗旨

◼保 護 宗 教 信 仰

◼保 護 生 命

◼保 護 財 產

◼保 護 名 譽

◼保 護 受 害 者 的 權 利



立法的依據

◼古 蘭 經

◼聖 訓

◼公 議

◼類 比



立法的內容

◼關於宗教功修(儀巴達特)

◼念、禮、齋、課、朝

◼關於社會生活(穆阿麥倆特)

◼婚姻法，繼承法等。

◼關於懲辦社會犯罪的刑法
（歐古巴特）



1、原則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及行為，都是被
容許的，被禁者除外。

凡是真主在其經典裏允許的，都是
合法的事物；凡是祂禁戒的，都是
非法的事物。至於真主保持緘默而
未提及的，都是一種寬大。那麼，
你們應當接受真主的恩典。因為真
主確是不遺忘任何事物的。』

《哈克穆聖訓集》



2.確定事物/行為的合法與否，是獨一真主的
權利

古蘭經 9:31 ；10:59；16:116 ； 42:21 ；5:44

你說：「你們告訴我吧！真主
為你們降下的給養，你們把它分
為違法的與合法的，你們究竟是
奉真主的命令呢？還是假借真主
的名義而造謠呢？」

古蘭經 10:59



3.把合法與非法物顛倒，等同违抗真主

古蘭經 5:103-4 ； 5:87-8

真主沒有規定缺耳駝、逍遙駝、孿生羊、免役
駝；但不信道的人，假借真主的名義而造謠；
他們大半是不了解的。有人對他們說：「你們
來遵守真主所降示的經典吧。來服從使者吧！」
他們就說：「能滿足我們的，是我們的祖先的
宗教。」即使他們的祖先無知無識，不循正道，
（他們仍要遵守）他們的宗教嗎？(古蘭經 5:103-

4)



4. 禁戒污穢和危害健康之事物

◆真主絕對有權禁戒任何事物或責成人

類任何行為。

◆真主出於其對人類之慈憫，命人禁戒

之事物，目的只為人類褔利著想。

◆凡是真主准許的，都是佳美的；凡是

真主禁止的，都是無益的，有害的。



5.在合法的事物中含有無求於非法事物
之因素

真主只禁戒那些不需要及可免的

事物，並為我們提供更好，更容

易的，使人更便利，更滿足。



立法的內容

6.導致非法的事物者，是非法的事物

7.禁止巧奪名目，以行非法之事

8.善良的意念不會使非法的事物變成有理
而免罪

9.謹防可疑的事物，以免陷於非法之事

10.非法的事物是對所有人制定的禁戒



11. 必要時，允許開戒

古蘭經 2:173

他只禁戒你們吃自死物、血液、
豬肉、以及誦非真主之名而宰的
動物；凡為勢所迫，非出自願，
且不過分的人，（雖吃禁物），
毫無罪過。因為真主確是至赦的，
確是至慈的。



倫理道德文化



穆聖说：“我被派遣為聖，就是為了完美
人类的伦理道德。”《艾哈麦德聖訓集》

◼ 孝顺

◼ 诚实

◼ 宽容

◼ 忍耐

◼ 仁爱

◼ 谦逊



清真飲食文化



◼ 你們可以吃真主賞賜你們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

你們應當感謝真主的恩惠，如果你們只崇拜他。

(《古蘭經》 16：114)

◼ 他只禁戒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

真主之名而宰的動物；凡為勢所迫，非出自願，

且不過分的人，﹙雖吃禁物﹚，毫無罪過。因為

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 (《古蘭經》

2：173 )



◼ 禁食之物：

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真主之名而

宰殺的兇猛的禽獸（《古蘭經》5：3）

◼ 禁飲之物：

酒及所有能醉人的飲品（《古蘭經》5：90）

◼ 禁吸之物：

吸毒、吸煙



服飾文化



◼ 你對信士們說，叫他們降低視線，遮蔽下

身，這對於他們是更純潔的。真主確是徹

知他們的行為的。

◼ 你對信女們說，叫她們降低視線，遮蔽下

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

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

她們的丈夫。 (《古蘭經》 24：30-31 )



伊斯蘭建築藝術文化



◼ 伊斯蘭教建築的基本建築類型有：清

真寺、墓穴、宮殿和要塞。除了這四

種類型，伊斯蘭教建築這個詞彙還被

引申用在一些重要性相對較低的建築

如公共浴場、噴泉和一些室內建築。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8%85%E7%9C%9F%E5%AF%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2%93%E7%A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AB%E6%AE%B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6%81%E5%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5%85%B1%E6%B5%B4%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9%B4%E6%B3%89


伍麥葉清真寺 Umayyad 

Mosque



伍麥葉清真寺 Umayyad Mosque
西亞著名伊斯蘭清真寺，亦稱大馬士革清真寺，

始建于伍麥葉王朝（706~715）。



伍麥葉清真寺 Umayyad Mosque
11世紀時，又在這縱軸線的正中加了一個拜占庭式的穹頂。這
所清真寺後來成了各地清真寺的範本



突尼斯凱魯萬大清真寺
Great Mosque of Kairouan





突尼斯凱魯萬大清真寺
Great Mosque of Kairouan



伊本·圖倫清真寺 Mosque of Ibn 
Tulun

埃及伊斯蘭教著名清真寺，位於開羅舊城南亞什卡爾山的

高地上，為圖倫王朝奠基人艾哈邁德·伊本·圖倫於876～879

年間建成。



清真寺為橫向柱列，大殿裏有5列柱墩，柱墩之間
用尖券連接，柱墩四角用小柱子裝飾。柱墩全用紅
磚砌築，抹一層白灰。券面和券底都有灰塑的花邊
和幾何紋樣。



金顶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中央穹顶，是木构的，下有鼓座。 支承
它的是4个大墩子和每两个墩子之间的3
根小柱子。



撒馬拉大清真寺
Great Mosque of Samarra



伊斯梅尔萨曼耐迪陵墓
Mausoleum of Ismail 
Samanide



公元892~907年建於烏茲別克斯
坦



撒馬爾罕 Shah-i-Zinda陵墓
群





霍賈·艾哈邁德·亞薩維陵墓
Mausoleum of Khawaja Ahmed 
Yasawi



位於哈薩克斯坦Turkestan建造於
1389~1405年







阿拉伯書法藝術文化











库法体（الخط الكوفي）

以伊拉克的库法城命名，又叫“棱角体”，常用语碑文或者建筑雕刻。



纳斯赫体（خط النسخ）

在横竖转接处没有笔锋，因此书写较为顺畅，也是目前最广泛常用的字体。



迪瓦尼体（الخط الديواني）



苏鲁斯体（خط الثلث）



鲁克阿体（خط الرقعة）



尼斯泰里格体（خط النستعليق）



摩洛哥字体（الخط المغربي）



奥比德字体（خطوط عابد）



波斯字体（ الفارسيالخط ）



科技文化



◼數學

◼天文學

◼醫學

◼化學

◼光學



謝謝!



(2021-22)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十) 第二部份: 

黃尚禮  阿拉伯語及文化導師 

分享外語(阿拉伯語)的學與教 

1) العرب اللغة هي ما ...什麼是阿拉伯語 

(االنرنت,موضوع. )القرآن لغة أنها اعتبار على مقدسة لغة   تعتبر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1)阿拉伯語是神聖的,因為它是古蘭經的語文。 

2)阿拉伯語即阿拉伯民族的語言,屬於閃含(الشام)語系閃族語,主要通行

於中東和北非地區,為二十二個國家的官方語言。以阿拉伯為母語的人

數超過 4億 2百萬;3)阿拉伯語也是全世界穆斯林(超過 16億人口)的

宗教語言。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是以阿拉伯語書寫與傳播,穆斯林或

多或少都要學習阿拉會語,以滿足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穆斯林手冊) 

4)聯合國 6種工作語言之一(中文,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

文)用於聯合國會議和發佈所有正式文件。 

香港人學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文化...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上，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為，為

了把握「一帶一路」機遇，政府應該派公務員學習阿拉伯語，深入了

解伊斯蘭文化。她又建議設立獎學金給香港學生，或安排公務員學習

阿拉伯文，跟伊斯蘭國家打交道和做生意，又指"世界嘢，不艱苦就無

成就 !" 

 



分享阿拉伯語難學(母語是中文者)的原因 

https://ai.glossika.com/zh-tw/blog/intro-series-arabic-grammar 

學習方法: 

要學好任何一門外語或第二語言,無非是二個重點: 

 **強烈的驅動力,例如濃厚的興趣,成功感,壓力, 

شيء ال او شيء كل 。(破斧沉舟)。 

**需要有正確方法。籠統來說有以下數二點: 

合適的教材、設備和老師指導。 

我的第一本阿拉伯語,新編阿拉伯語,空中阿拉伯語. 

網上短片,小字卡,紙條...背記常用短句,記事本,記下生詞再利用字典

或手機翻譯成阿拉伯語. 

 老師的指導 

وَسى   لَه   قَالَ  َّبِع كَ  َهل   م  ا ت عَلَِّمنِ  أَن َعلَى   أَت تَ  ِممَّ (66.الكهف18 سورة)  ع لِّم   

古蘭經 18章山洞.66節-穆薩對他(赫迪爾)說:"我想跟隨你,請你教授

我安拉傳授你的一些知識(智慧)。 

 學記... 

   (1)化民為俗、其必由學。 

   (2)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

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題外話 :近年來我國主動開展睦鄰外交及一帶一路的倡議,不少南亞和

阿拉伯國家都積極鼓勵國民學習漢語。 

沙特阿拉伯將漢語納入必修外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開設中文學

校。我們南亞裔學生學好中文將有亮麗前景。 

 

 

附錄 :  阿拉伯文字母 

 



Iaza BUTT

2022年6月25日



•我是誰？

•甚麼國籍的人？

•為甚麼在香港？

•我從事甚麼工作的？



3 3

• 10年以上的教學經驗
• 5年以上在學校的教學經驗
• 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非華

語學生中文教學）
•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漢語系

本科學位畢業
• 曾赴波蘭普通話老師實習
• 國際認證漢語老師

•我是誰？



•爲什麽我在香港？

•香港與我

4



人
生
遇
到
的
困
難

教育

工作

家庭

同族

傳統

婚姻



•爲何會學中文？

6



7

1. 開初是因為父母要求

2. 當學生明白時，我很享受

3. 中文很有趣

4. 中文也是我的母語

•爲何會做中文老師？



8

 

✓重複
✓慢
✓動作
✓顔色
✓圖像
✓音樂
✓離開教室
✓與父母溝通

快
加英文
翻譯
太多的書寫
無趣

老師可做什麽？



鼓勵
認同
微笑
理解
聆聽
信任

誤會
無視
冷漠
懷疑

9



• SHAA BAASH 乖
HAA MOSH安靜
AACHA 好/是嗎？/好的
NEI 不/不可能
THEE-RO 等一下
KIU-U(Q) 爲什麽？
KI-YAA 什麽？
SHUK RI YAA 謝謝！

•烏爾都語

•印度語



與孩子學習 給孩子語境 使用它

家長

11



Q & A



謝謝！



伊斯蘭教在香港



伊斯蘭教在香港

 綜合政府及主要伊斯蘭組織的統計，香港的伊斯蘭教教徒，
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佔香港人口的4.1％，即約30萬。
在這個數字中 ，有50,000是中國人 (回族、維吾爾族 )，
150,000是印度尼西亞人，主要是透過外籍家傭計劃來港的
女穆斯林。

 還有30,000是巴基斯坦人，其餘的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印
度、 馬來西亞、中東地區和非洲，部份是本地永久居民，部
份是來港工作的流動人口

 香港的絕大多數穆斯林是遜尼派，什葉派信徒約200人

 根據族群的習性，南亞裔人士的生育率偏高他們的下一代多
會成為信徒，根據伊斯蘭團體的統計，每年約有100至120
位新增穆斯林，當中華人平均佔每年10 個

https://www.wikiwand.com/zh-hk/%E4%BC%8A%E6%96%AF%E8%98%AD%E6%95%99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伊斯蘭教的傳入可追溯到1841年開埠之前，期時香港仍是廣
東省的一部份。8世紀，伊斯蘭教開始傳入中國，及至元朝
（1271-1368），因政策需要，伊斯蘭 教徒編配到中國各地，
同時開始了「回回教」的稱呼，後來改為回教。18世紀中後
期，英國商人拓展英屬印度殖民地（1947年獨立成為印度與
巴基斯坦）與中國的貿易，主要商品是絲綢、茶葉和鴉片。
駐印度的英資公司如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渣甸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今日怡和
洋行） 等，多聘用殖民地的本土人在商船上工作，於是南亞
穆斯林得以踏足香港，以遜尼派為主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1841年，英國殖民香港，使伊斯蘭教得以紥根，尤其是大批信徒
來港定 居。香港的吸引條件包括地理位置的便利、相對高度開 放
及自由的社會文化氣氛、政局相對中國穩定、多元發 展機會等等。
而這些有利條件沒有因為回歸改變，繼續 吸引、鼓勵伊斯蘭社群
的拓展

 首先，由於對華人的不信任，殖民地政府直接從英國的印度及馬
來西亞殖民地調派及招聘人手，協助管治香港。他們主要擔任懲
教、警察、邊境防務等工作

 1947年，印度殖民地獨立，成為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後者
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有見巴基斯坦人相對印度人廉價，殖民地政
府改而招聘巴基斯坦人，無疑增加穆斯林的人口

數目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大部份在香港工作的穆斯林選擇 落地生根，成為永久居民。
他們在香港誕下的下一代稱 為「本地仔」（local boys），
是南亞裔穆斯林數目增 長的原因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由殖民地政府從外地引入穆斯林的來
源地有所改變。由於經濟結構轉型，香港人生活、教育水平
提高，部份勞動力要求高、低技 術、低收入及厭惡性工作，
如建築、運輸和清潔，出現 勞動力短缺問題

 於是，政府推出幾個輸入外地勞工計劃，當中的外籍家傭計
劃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從 印尼輸入女穆斯林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其次，在英國管治下，香港因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成為高度
開放的自由貿易港口，以中國為主要市場，吸引不少穆斯林
商人到來，以香港作為有關業務的基 地。最早在香港植根的
非華裔穆斯林是Seth Ebrahim Noordin，來自印度的什葉
派信徒，什葉伊斯蘭教因而 植根。在香港開埠之前，他已與
英國商人合作，發展中英貿易，更應邀出席1841年1月英國
正式接收香港的儀 式。1842年，他舉家移居香港，開設鴨
都喇利（香港） 有限公司（Abdoolally Ebrahim & Co.
（HK） Ltd.）， 至今仍運作

 20世紀中期以後，穆斯林商人來港的規模相對以往大，因為
兩個重要發展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一，1946至1949 年，中國先後經歷內戰及新中國成立。大批早在
18至19 世紀於中國設立貿易公司的外國商人，包括跟隨英國商人
進駐廣州、上海等城市的南亞裔穆斯林，因戰亂、新中國的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紛紛撤走，逃到香港，部份轉往外地，部份留在
香港

 二，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 國實施改革開放，中國市場的潛力又
再吸引穆斯林商人的注意。與此同時，香港憑着自身努力，成為
國際金融 市場，1980年代中期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近數
十年來港的穆斯林商人，來源地更見多元，投資額、設 立的機構
更見規模，例如2006年成立的阿拉伯工商協 會，目的是利用香港
作為平台，加強大中華經濟體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商務合作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紥根

 最後，逃難是伊斯蘭社群得以拓展的另一個原因，尤其是華
裔穆斯林。殖民時期的香港相對其他地方開放 及穩定，故有
理想的「避難港口」之稱

 中國自19世紀中葉以後，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都出現大起大
落的發 展，例如內亂，中日戰爭、反宗教活動、新中國成立、
文化大革命（文革）等等，驅使大量華人逃亡到香港

 不同於外籍難民，華裔逃亡人士，尤其是因新中國、文革因
素而來的，鮮有其他選擇，只得定居香港，使華裔穆斯林社
群得以拓展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由於穆斯林社群的不斷擴展，多個伊斯蘭和相關組 織應運而
生，工作範圍包括協調宗教活動、照顧信徒的 日常生活、與
政府及其他非伊斯蘭教社群的溝通，使穆斯林能夠融入社會。
由於來港時期、動機、信徒成份的 不同，加上人人平等、所
有穆斯林是一家等教義，眾伊斯蘭組織都是獨自發展，沒有
從屬的聯繫關係。根據發 展時期，服務內容，香港伊斯蘭及
穆斯林組織大致可分 為三類：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第一類是早期組織，因應穆斯林落地生根或長期居留而成立，主要工作是協調、

聚集信眾，和與社會上其他機構包括政府溝通。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基金總
會）（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IslamicCommunity Fund of Hong 
Kong）是最早出現的組織，於1850年成立，1970年向政府正式登記，成為慈善
團體及基金公司。總會有四個成員組織，都是香港開埠之後不久創立，但到了20
世紀中後期才取得政府的正式登記。

它們分別是:

 香港伊斯蘭聯會（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

 巴基斯坦協會（Pakist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達嗚廸協會（Hong KongDawoodi Bohra Association），是唯一的什葉
派組

 織，追遡到Seth Ebrahim Noordin；

 和香港印度穆斯林（Indian Muslim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基金總會的主要工作包括管理五個清真寺（1849年建成的些利街清真寺、189

6年的九龍清真寺暨伊斯蘭中心、1931年的赤柱清真寺、1963年的柴灣清真寺，

以及1981年的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和兩個伊斯蘭墳場（1870年

建成的跑馬地回教墳場，和1963年的柴灣回教墳場）；簽發清真食品證書、安

排齋戒月的宣傳、集體禮拜；探訪獄中教徒；安排葬禮等等。個別成員是平等

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管治委員會委員，致力維護、改善穆斯林的生活及利

益。

 至於華人信徒，中華回教博愛社（博愛社）是最大的組織，會員約25,000人，

於1917年成立，1922年向政府註冊為慈善團體。最初成立的目的是照顧居港華

裔穆斯的宗教生活，及開辦學校，使宗教得以在下一代承傳。隨大量穆斯林因

戰亂及文革因素從內地移居香港，服務範圍擴展到包括舉辦阿拉伯語文班、公

開講座、聖典研習班、為在囚及貧困信徒提供探訪及金錢上的協助。1978年，

博愛社與五個伊斯蘭教以外的宗教領袖組成「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每兩

年舉辦一次，目的是加強彼此間的溝通，推動社會和諧。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第二類組織是有特定的服務內容及對象，規模較類小和地道。香港中國回教協會

（1949-）的宗旨是認識中國及聯繫各地的華裔教徒，活動包括舉辦國慶活動、組織內

地探訪團和參加議會的選舉工程。至於本地弱勢社群，例子有香港回教婦女會，於

1953年成立，1982年註冊為有限公司。除了維護不同族裔女穆斯林的權益，它亦積極

發展惠及非信徒的福利服務。

 香港穆斯林聯會（United Muslim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是南亞裔穆斯林成立

的團體，服務範圍以新界為主，主要活動包括開辦學校、護老院和籌辦上水清真寺暨伊

斯蘭中心。為了宗教的承傳及穆斯林更能融入社會，較多的青少年團體成立，服務在學

的穆斯林，例如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1973-）和 Pakistani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第三類是推廣伊斯蘭教及有關文化的組織，使社會人士有更多認識，消除偏見，促進和

諧。例子有2003年成立的事奉伊斯蘭團（Serving Islam Team-HK），是埃及穆斯林向

亞洲宣教的重要團體，和2009年的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它透過捐贈，與中文大學

進行伊斯蘭教研究計劃，計劃於2013年開始，並在2015年升級成為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綜合伊斯蘭教在香港植根、發展的歷史，中外穆斯林對社會發展有三個重要貢獻。

第一個是社會分工，使人力資源更有效運用。無論是殖民時期或回歸後，男穆斯林大

多從事體力勞動、危險工作，而女穆斯林多從事家庭傭工。

第二是分擔政府福利服務的壓力，教育是最重要的一項。博愛社的成立宗旨是辦學，

因為期時還未有強制教育的公共政策。多年來，博愛社共開辦了一共九間幼稚園及中

小學校。目前，全港伊斯蘭學校共有七間，博愛社佔五間，另外兩間由基金總會及香

港穆斯林聯會開辦。



伊斯蘭團體及穆斯林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第三，推動香港對外的經貿發展。自開埠以，個別穆斯林來港的動機是發展中國

貿易。回歸後，因為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穆斯林在香港商務活動大有發展。

小規模的有利用香港的商品中轉站角色，從事物流活動，以南亞、中東、非洲等

地區為中國商品的市場。大規模的活動是利用香港成熟的市場硬件，發展金融、

投資活動。除了阿拉伯工商協會，馬來西亞在2014年設立相同的工商總會，銳意

擴展中國業務。同年，香港政府首次發售十億美元的五年期伊斯蘭債券，是全球

首批由AAA評級的政府推出，可以預見大量穆斯林來港發展的潛力，尤其是相對
富

裕的波斯灣地區信徒。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就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整體處境，主要組織如基金總會、香

港伊斯蘭青年協會，都感到滿意。有觀察部份香港人因為

2001年的「9‧11」恐襲而對伊斯蘭教產生興趣，繼而成為

穆斯林，未有如其他地方出現「伊斯蘭恐懼症」

（Islamophobia）。又有觀察，香港的遜尼及什葉信徒能

夠融洽相處，沒有好像其他地方出現激烈衝突情況。他們

認為原因是香港的高度包容文化，提倡和諧共存。不過，

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上及伊斯蘭教未來發展，仍然有一定的

挑戰，主要有四個：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偏見：一般市民認識伊斯蘭教的途徑是新聞，報導內容以極端聖戰組織發動的

 恐襲為主。於是，大多數人所持的印象偏向負面，甚至恐慌。例如2015
年

 初有關伊斯蘭國在香港招募成員的傳言，引來傳媒注意及一陣子的討論，

 有個別的穆斯林因恐襲新聞而遇到不友善的目光。

 歧視：在日常生活上，個別穆斯林會遇上不同形式的歧視或不禮貌對待。例如在

 求職方面，穆斯林會因為每天五次祈禱的責任而不獲聘任，僱主普遍認為

 禮拜會影響工作時間。由於需要包上頭巾，女穆斯林有時候會遇到奇怪

 的注視，有時會被標簽為恐怖分子，招來不禮貌的口頭侮辱。

 配套不足：穆斯林植根香港已有好一段時間，但社會上的生活配套仍未能追得上

 其他地方。公共設施如機場沒有設立適合伊斯蘭教的祈禱室；大型
連

 鎖快餐店沒有提供清真食品；法例方面沒有訂立反對宗教歧視的條
例。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華裔穆斯林．上】包頭巾=異族人？香港有5萬華人信伊斯蘭教！

港「衣食住行」欠配套 穆斯林旅客卻步

穆斯林在香港：中港兩地面臨不同挑戰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21849/%E5%8D%B3%E6%99%82-%E6%B8%AF%E8%81%9E-%E6%B8%AF-%E8%A1%A3%E9%A3%9F%E4%BD%8F%E8%A1%8C-%E6%AC%A0%E9%85%8D%E5%A5%97-%E7%A9%86%E6%96%AF%E6%9E%97%E6%97%85%E5%AE%A2%E5%8D%BB%E6%AD%A5&psig=AOvVaw08zhxjW7G_P2hsnRDPw_RL&ust=1615617997390000&source=images&cd=vfe&ved=2ahUKEwjHyPGXlKrvAhVG9pQKHfSqAM8Qr4kDegQIARBv
https://images.app.goo.gl/yoLfPYULavibaZzm8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資源不足：根據目前的政策，宗教團體可以以優惠條件-107 伊斯蘭教與香港租
借

政府場地、要求撥地等，作為宗教用途。但隨着穆斯林數目的增加，

部份團體例如香港穆斯林聯會認為現有資源是不足以應付。早在
1990

年，基金總會向政府提出在粉嶺田心村興建清真寺，但因為種種原
因，

建議未有得到接納，基金總會於是放棄計劃。香港穆斯林聯會則堅
持

興建一間屬於新界的清真寺，終於在2006年獲得撥地，選址上水。
聯

會之所以興辦學校，是因為它發現個別穆斯林學生在主流學校受到
欺

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融合教育的投放仍有不足，前提是他
們也

是本地永久區居民。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面對以上的挑戰，伊斯蘭教團體可以做的解決或舒緩方法有以下三點：

主動讓社會各界認識伊斯蘭教，糾正誤解，化解偏見。主要活動包括積極傳教、

開設讀經班、開放圖書館給大眾；與其他宗教或學術機構舉行公開講座，探討

社會問題；在報章雜誌及社交平台撰文譴責恐襲；以及舉辦社區活動如導賞團、

郊遊等等，為大眾提供認識穆斯林的途徑。



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增加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通，反映需要及尋求協調。民政事務署是政府與宗教

團體的溝通部門，伊斯蘭團體可以增加接觸次數，或尋求議員協助，要求改善公

共資源的調配或加快相關的審批程序的速度。在過去幾年，立法會議員曾就宗教

團體與公共資源使用的問題向有關官員作出提問。以上水清真寺為例，撥地需時

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行政程序消耗時間，一方面是粉嶺及上水選址上的居民認為

清真寺將會破壞風水、與環境的格調有衝突等等。若然政府部們或公職人員能積

極協調，籌備至興建的時間將會大大縮短。



總結

 推動宗教歧視條例的訂立。雖然平機會可以解決求職或社交上的歧視，

但它的裁決是沒有法律效力，不足以阻嚇。平機會內的穆斯林委員也許

可以借用這個渠道，提出立法需要，使信徒在生活上更有保障。

 總結而言，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社群已是香港社會文化的一個部份，有需

要認識它的內容及生活形式，避免不必要誤解，例如祈禱只需要幾分鐘

並不足以影响工作，使社群之間得以和睦共處，前提是伊斯蘭教在國際

關係上普遍被視為各地社會的共同敵人，以及香港的相關組織及信徒人

數將會穩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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