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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名 稱 大約人口 分 佈 地 區
回族
Hui

1,000萬
分佈全國每一省，以西北各省較多，依序是：寧夏、
甘肅、河南、新疆、青海、雲南、河北、山東等。

維吾爾族
Uygur

800萬
大多分佈在新疆各地（以南疆為多），少數在湖南省
的桃源縣、常德縣，以及河南省的澠池、鄭州等地。

哈薩克族
Kazak

125萬
大多分佈在北疆的伊犁州、木壘縣、巴里坤縣，少數
在甘肅和青海。

東鄉族
Dongxiang

50萬
大多分佈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東鄉縣，少
數在鄰近的廣河、和政、臨夏等縣和新疆的伊犁。

柯爾克孜族
Kirgiz

17萬
大多分佈在新疆最西邊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
州」（烏恰縣等地），少數在黑龍江省的富裕縣。

撒拉族
Salar

11萬
大多分佈在青海省的循化縣，少數住在毗鄰的化隆縣
以及甘肅的積石山縣，西寧市（青海）、烏魯木齊、
伊寧市（北疆）也有撒拉人。

塔吉克族
Tajik

3.7萬
大多分佈在新疆西南的塔什庫爾干縣，少數在南疆的
莎車、澤普、葉城、皮山等地。

烏孜別克族
Uzbek

1.2萬
分散在北疆的伊寧、塔城、烏魯木齊、木壘（木壘有
全國唯一的烏孜別克鄉），以及南疆的喀什、莎車、
葉城等地。

保安族
Bonan

1.6萬
主要分布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積石山縣的
大河家、劉集，少數在青海省循化縣。

塔塔爾族
Tatar

0.5萬
主要在北疆的伊寧、塔城、烏魯木齊、吉木薩爾、阿
勒泰、奇台等地。奇台有全國唯一的塔塔爾鄉。

中國穆斯林十族鳥瞰

前言

中 國 的 穆 斯 林 到 底
有多少？簡單地說，大約
2,000萬。雖然穆斯林大約
只佔中國人口的1.5%，但
是穆斯林總人數仍高居世界
第17名；這當然是二十一
世紀最重要的宣教工場之
一。

中國穆斯林在哪裡？

中國穆斯林就是回族
嗎？不是！其實回族只佔中
國穆斯林二分之一。除了回
族，另有9個穆斯林民族。
這10族除了回族遍佈中國
各省之外，其他9族幾乎都
分佈在中國大西北，其人口
及居住地如下：

西北十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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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

回族大多分佈在中國西北各省，也有一部分散
居全國各省，回族講漢語。其實回族裡也包含很多
不同的血統，其中也有不少漢人（他們一旦信了伊
斯蘭教就變成回族)。

回族與漢人接觸較頻繁，對漢人也比較沒有
敵意。除了一些族群意識特別強烈的純回族社區之
外，多半可以私下分享福音，但信主人數還是非常
少（大多參加漢人教會），也有「暗中跟隨主」
的。向回族傳福音雖然可以用普通話，比較方便，
但並不代表比較容易，因為傳統穆斯林文化的阻擋
與世俗化的誘惑（使他們忽略信仰）都很強。

「寧夏回族自治區」是回族人最多的地方，然
而它並不是中國伊斯蘭教的大本營。大多數的清真
寺只有在開齋節、宰牲節等時候才會很熱鬧，除了
禮拜五中午的「大禮拜」人多一點，平日做禮拜的
人並不多。甘肅的「臨夏回族自治州」才是回族的
大本營；臨夏是「中國小麥加」，這裡有很多伊斯
蘭學者和宗派領袖，有許多清真寺本身就是相當有
規模的經學院，栽培各地慕名而來的學生，要訓練
他們成為未來的教長。

東鄉族與撒拉族

臨夏市隔壁的東鄉縣是東鄉族的大本營，人口

大約50萬，講東鄉語。他們大約在800年前來自中
亞，東鄉縣就是他們在東方的新家鄉。東鄉人對中
國伊斯蘭教最大的影響就是出了一位改教領袖馬萬
福（馬果園），他在1892年從阿拉伯留學回華，
發起熱烈的改教運動，將不合乎《古蘭經》和《聖
訓》的中國傳統宗教習俗從清真寺革除出去──這
是「新教」，與混雜中國傳統的老教對立。

從臨夏州越過甘肅邊境的崇山峻嶺不遠就是
撒拉族的大本營──青海省循化縣，撒拉族人口大
約11萬人，使用撒拉語。據說他們大約在700年前
來自撒馬爾罕（在今天的烏茲別克共和國）。他們
對信仰十分執著，他們說：「寧可捨命，不可捨
教。」他們當中有一部一千多年前的《古蘭經》，
這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罕見的寶物。

保安族

保安族只有１萬多人，使用保安語。保安語與
土族和東鄉族的語言比較接近，但是保安族又吸收
了大量的漢語，並且也採用漢文，因此，會聽漢語
的人很多。

保安人住在臨夏州積石山縣的大河家。實際
上保安族是一個最不像民族的民族。他們是在100
多年前，由於遭到喇嘛和官員的逼迫，不得不離開
家園──青海省同仁縣（北鄰循化）的保安鎮──
輾轉移居至大河家的。而他們在離開保安之前便是

一個由幾個民族混血而成的族群，來到大河
家，被稱為保安人；這種情況類似台灣的閩
南人──實際上閩南人在來台之前就有一些
不同的外省血統。

維吾爾族

10個穆斯林民族，除了上文提到的4族之
外，其他6族都在新疆，先從維吾爾族談起。
維族人口大約800萬，是中國第二大穆斯林民
族，使用維吾爾語，大多住在南疆(天山山脈
以南)。維吾爾人以前被稱為回紇人，他們大
約在1,200年前開始陸續從今天的俄羅斯共和
國和哈薩克共和國地區漸漸往新疆遷移。

維吾爾人的民族主義很強，受伊斯蘭文化
影響很深，傳福音很不容易，有少數基督徒分
散在一些大城市，並沒有公開的基督教會。

南北疆之間除了天山阻隔，另有一大障礙臨夏與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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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壯闊無比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號稱死亡沙漠
的「塔克拉馬干」。90年代，為了政治和經濟的目
的（開採石油可能是主要動機）建了一條南北縱貫
塔克拉馬干沙漠的快速公路，總長530公里，它是全
世界最長的現代化沙漠公路。這條公路完工之後，
成為烏魯木齊到和田一條很便捷的路線(到了和田再
轉車去喀什就不遠了)。它也可能是為宣教而開的高
速公路（像兩千年前的羅馬公路一樣）！不是嗎？

哈薩克族

哈薩克是中國第三大的穆斯林民族，人口120
餘萬，散佈北疆各地。在新疆境外的哈薩克族，有
一個很大的共和國；但在新疆境內，它只算是一個
少數民族。他們講哈薩克語，和維吾爾人一樣，他
們所使用的文字是用阿拉伯字母去拼音的文字，這
種文字很不穩定，隨著口語的變化，這一類的文字
也會很快不適用。

哈薩克人的生存鬥爭比以前險峻，一方面近年
來天山的雪線上昇（雪水減少），一方面各處的地
下水水位降低（汲水不易），再加上為了減緩沙漠
化，政府大搞「退耕還林」和「退牧還林」，耕地
和牧地減少，人民生活困難，有些在哈薩克共和國
有親戚的哈薩克人已經移民過去了。

和維吾爾人一樣，哈薩克人深受伊斯蘭文化影
響，要向他們傳福音很不容易，但感謝神！有少數
哈薩克基督徒分散在一些大城市，只是還沒有公開
的基督教會。

柯爾克孜族

柯爾克孜族人口大約17萬，住在南疆最西邊的
「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州」（簡稱克州，就在
喀什旁邊）。地廣人稀、土地貧瘠。他們使用柯爾
克孜語，有一小群基督徒。

柯 族 血 統 有 些 複 雜 ， 有 的 長 得 像 漢 人 ， 有
的像中亞人，有的藍眼褐髮像歐洲人。在新疆境
內，柯爾克孜是一個少數民族，在新疆境外，它也
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一般翻譯為吉爾吉斯斯坦
(Kirghizstan)。

柯族人較集中的地方可能是克州的烏恰縣，縣
城小得可憐，只有直、橫兩條大街，長度也都只有
數百公尺。烏恰縣城的清真寺相當荒涼，不但穆斯
林信仰不認真，阿訇也因為經濟缺乏，平日在巴札

（市集）做生意維生。據寺旁人們說，本來一天應該
有5次禮拜，但是此地清真寺每天只剩晨禮和宵禮，平
日門可羅雀，週五中午的大禮拜人會多一點。

塔吉克族

塔族大約只有37,000人，大多分佈在新疆西南
的塔什庫爾干縣，使用塔吉克語。筆者首次遇見塔
吉克人是在南疆皮山縣附近的腦阿巴提鄉，那是個
好像歐洲風景月曆一般迷人的地方，有小溪流過山
谷，綠樹蔭庇著房舍，草原環繞在村莊的四周，終
年積雪的高山成為絕佳天然白屏風。所謂桃花源，
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吧！

離開腦阿巴提後，轉經喀什，共搭車七個小時
才到塔吉克人的大本營──塔什庫爾干──它是中
國極西的、最靠近巴基斯坦的縣城，60%的塔吉克
人住在那裡，另外40%住在南疆的皮山、莎車、澤
普、葉城等地。中國穆斯林幾乎都是遜尼派，惟獨
塔吉克屬什葉派，但是他們並不像別處的什葉派那
麼激烈。

塔吉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從西邊（如今的
塔吉克共和國）移入南疆。他們很可能是歐羅巴白
種人，他們的小孩子個個都像金髮碧眼、皮膚白皙
的洋娃娃，漂亮得很！不過因為海拔高、紫外線太
強，未到中年，都快變成黑人了，也都開始顯出老
態，真是可惜！

從塔什庫爾干走186公里可到達中巴邊境「紅
其拉甫」，那裡海拔5,000公尺，四周全是6,000、
7,000公尺高的大雪山。這是中國絲路著名的出口之
一，中國聖徒可以從此向西行，走向耶路撒冷嗎？
應該是吧！

烏茲別克族

烏茲別克族人口只有12,000人，散佈在北疆的
伊寧、塔城、烏魯木齊、木壘和南疆的喀什、莎
車、葉城等地，其中以北疆木壘縣的烏孜別克鄉
（這是中國唯一的烏孜別克自治鄉）最集中。

烏茲別克人講烏茲別克語，他們在新疆境外是
一個人口2,000萬的共和國，在新疆境內是一個很小
的民族。他們移到南疆已經五六百年，但是來到木
壘縣可能只有100多年。烏茲別克人和塔塔爾人一
樣，都面臨很嚴重的「被同化」的危機。在哈薩克
人多的地方，他們就講哈薩克語；在維吾爾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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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他們就講維吾爾語；他們自己的語言有可能
再過四五十年就會在中國消失了！

木 壘 的 烏 茲 別 克 人 本 來 都 住 在 天 山 的 大 南
溝，那是一個既壯麗又優雅的帶狀山村，冰冷的溪
水源自天山的白雪，純淨的溪谷和山坡是牛群、羊
群、馬群徜徉的樂園；這兒的畫面很像大衛的詩：
「小山以歡樂束腰，草場以羊群為衣。」(詩六五
12-13)。

可能是為了便於管理，政府在木壘縣城附近為
他們闢建了一個平地村，有水有電有房子，很多山
上的烏茲別克人被吸引下來；可是因為政府給他們
的土地比較貧瘠，又因為耕種技術不如漢人，謀生
並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又回去山上放羊。

平地的烏茲別克村裡頭有20戶漢族人，其中5
戶是基督徒，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對穆斯林鄰居產生
福音的影響，也希望外出求學或打工的烏茲別克人
能有機會聽到福音。

塔塔爾族

塔塔爾是中國最小的穆斯林民族，人口只約5
千人，是唐朝所稱的韃靼族，屬突厥的部落之一。
如今塔塔爾人大多住在俄羅斯（俄羅斯有個「國中
之國」叫作「韃靼共和國」），只有少數塔塔爾人
在中國定居，他們分佈在北疆的塔城、伊寧、烏魯
木齊等城市，而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北疆奇台縣的
「大泉塔塔爾族鄉」。

塔塔爾族原使用塔塔爾語，如今很多年青人
已經不會講母語了，因為他們周遭都是哈薩克人，
上課也用哈薩克語，再加上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話教
學，可能50年後塔塔爾語會在中國完全消失。塔塔
爾人因人數太少，近親通婚造成一些嚴重的遺傳問
題，近年由於交通及通訊的進步，和其他穆斯林民
族通婚的機會大增，這個問題已獲改善。中國塔塔
爾人中可能尚未有基督徒。

我們可以做甚麼？

由於中國政府很努力促進族群融合、消弭分
離意識、推廣普通話，再加上為了就業與就學，他
們中間懂漢語的人正在快速增加。但是，如果有負
擔長期在他們中間工作的話，當然要學習他們的方
言，使更容易被他們接納。

除了少數和漢人有深仇大恨的地區或極端分
子（如新疆的「東突厥斯坦」運動者）之外，大多
數的穆斯林都很親切、好客，所以，除了為他們禱
告，有機會也可以去看看他們──他們幾乎都會毫
不猶豫地歡迎你到他們家中坐坐，當離開他們家的
時候，可以送他們一點禮物，但最好不要送食物，
因為他們很忌諱吃到「不潔淨」的東西。

接觸個別的穆斯林，或是進入穆斯林的家庭雖
然不困難，但是要進清真寺可就得小心了，按照穆
斯林的規矩，「異教徒」（非穆斯林）不可進清真
寺。所以最好只在門外參觀，勿擅自闖入，以免發
生危險。比較安全的做法是在週五中午快要做大禮
拜的時候，就先跟領穆斯林做禮拜的阿訇（教長）
打個招呼，要求在禮拜之後跟他談談。通常他們會
答應你，而且可能會帶另外兩三位清真寺的「同
工」在禮拜結束後與你暢談。

在還沒機會去看他們之前，可以開始先學習
「深入」了解他們。所謂深入，不只是從書本或網
絡上得到一些知識，也求神讓我們有機會遇見一些
直接和他們有接觸的人。然後神可能給我們機會先
去旅遊，如果上帝開路，可以進一步到他們中間開
展社會服務、教書、經商、設廠、做學術研究所等
等。有些路已經開通了，但還不能去做全時間的宣
教士，也不可以公開宣教或建立教會。比較標準的
做法乃是先用「生命傳道」而不是先用口傳，直到
上帝給你的時機到了，就可以私下分享。目前這10
個民族中至少有6至7個已經有基督徒了，但都還沒
有任何一個公開的教會，可見還需要很小心；一方
面是因為在比較保守的穆斯林社區中，「叛教」是
很嚴重的罪，另一方面是中國政府不願意海外人士
在他們當中搞「宗教滲透」，因此，要求主格外賜
下智慧與引導。

讓我們同聲祈禱吧！因著神憐憫的心腸，叫清
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他們，照亮坐在黑暗中蔭裡的
人，把他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參路一78-79）

（作者從事神學教育）

更正

第76期〈讓福音充滿網絡〉一文作者應為
余杰，謹此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