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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斯蘭末世觀反思
今日向穆民宣教的契機
胡樂文

信末日(末世)及審判是伊斯蘭六個主要信條之
一，在很多方面主導著穆斯林的生活和意識型態。
本文嘗試從伊斯蘭末世觀出發，反思其對今日向穆
民宣教的契機。(因篇幅所限，本文將不贅述相關神
學理論。有關資訊，讀者可透過互聯網取得更多。)

簡介伊斯蘭末世觀
「信末日」在伊斯蘭信仰中有著一個很重要的
地位。伊斯蘭《古蘭經》2:177中清楚提到每個穆斯
林要認信的五件事中，排在首兩項是信真主及信末
日。

馬赫迪(Al Mahdi) ── 伊斯蘭末世重
要人物
對於伊斯蘭教來說，他們認為的末日焦點人物
就是一位叫馬赫迪(Al Mahdi)的人。(Madhi在阿拉
伯文是「受到指引的人」。)這人物在伊斯蘭什葉派
中尤為看重，並賦予更多名字如：Sahib Al-Zamn或
Al Mahdi al-Muntadhar，主要是說這個人除了受指
引以外，更是「時代的主」和「受到指引 / 人們所
期待的那一位」，人人都要期待他。
馬赫迪在伊斯蘭末世觀中所達到的重要程度，

在穆斯林的末日裏會有審判，是指面臨要上天

就是只要你能看見馬赫迪，其他末日的事情 / 現象

堂與下火獄的判決。伊斯蘭的信條裏也清楚說明，

不算甚麼了，所以在他們的文獻裏多只說是「伴隨

如果不相信末日(及相關事情)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

馬赫迪的現象」。

的穆斯林。可見「信末日」所帶來的「末世」思想
在穆民信仰裏面有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伊斯蘭兩大派別遜尼派和什葉派，兩者在信仰
上雖有爭持及差異(甚至有些遜尼派不太看重馬赫

他們「末日的事情」可粗略地視為他們的「末

迪)，整體來說，大部分的穆斯林對末世觀都普遍接

世觀」下的事情。那甚麼是末日的事情？就是當中

受馬赫迪。甚至有些(但不是全部)穆斯林相信馬赫

的人、事、物。

迪就是爾撒(耶穌)；也有些伊斯蘭教派的領導(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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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更自稱他們自己就是馬赫迪。

督教信仰的合法性是虛假的」，因為基督徒吃豬，

美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主席Shaykh Muhammad

為要證明基督教是錯的，所以耶穌自己也殺豬。至

Hisham Kabbani 曾聲稱：「馬赫迪的到來對遜尼

於「廢除丁稅」，即表明丁稅將不再被接受，非穆

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來說，是已經確立的信條，事

斯林(尤指猶太人和基督徒)到時在全地再沒有存在

實上，對於全人類來說也是這樣！」可見馬赫迪

的可能，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接受伊斯蘭成為穆斯

Madhi在伊斯蘭末世觀中的重要性。

林，或是面對死亡。(從前，非穆斯林、特別是基督

整個伊斯蘭世界，特別是經歷過去數百年殖民

徒和猶太人，在伊斯蘭的統治下可透過繳交很重的

主義下的羞辱，都一直找尋一個統領全球穆斯林的

人頭稅，來換取生存的機會，但若取消人頭稅，即

領袖：哈里發(Caliph) ──全球伊斯蘭的領導人，

表明就是交人頭稅保命的機會也沒有了。)在伊斯蘭

也是普世伊斯蘭世界大統一的領袖，這位超然的領

教之下的爾撒(耶穌)將成為穆斯林，甚至屠殺基督

袖會統一所有穆斯林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力量。而馬

徒。

赫迪，就是這個末世的哈里發，集軍、政、教於一
身的領袖。

除了在全世界廢除基督教的任務之外，伊斯蘭
下的爾撒另一個主要工作是殺死達加爾(Dajjal)──

伊斯蘭教義認為馬赫迪是整個末後日子裏面所

伊斯蘭版本下的敵基督人物。在伊斯蘭教義下，達

期望的彌賽亞。伊斯蘭著名教長Sheikh Kabbani 說

加爾就是在末世中最大的敵人。他們的救世主馬赫

到，猶太人在等待彌賽亞，基督徒在等待耶穌，而

迪會和先知爾撒結合，一起來對付這個敵人達加

穆斯林同時在等待馬赫迪和爾撒(耶穌)的來臨。馬

爾。

赫迪會先出現，然後爾撒以他的跟隨者身份臨到，
協助馬赫迪成為整個穆斯林世界的領袖。

爾撒不但要殺死達加爾，而且不放過所有達加
爾的追隨者。據伊斯蘭教義，其中大部份是猶太人

佛羅里達州大學教授 Abdulaziz Abdulhussein

及婦女！爾撒使全世界的人都皈依伊斯蘭，並殺掉

Sachedina 說到，領袖馬赫迪將興起，並掀起一場

不通道者(即不加入伊斯蘭的)、達加爾和他的信徒

普世軍事、政治和宗教的大變革，甚至是一個全球

後，將娶妻生子，最後死去！

的大革命，那時伊斯蘭法規將成為所有國家的標準
規範，他將會是個超然的身份，超越了爾撒(耶穌)
的身份成為一個末後的麥西亞(即彌賽亞Messiah)。

爾撒(Isa)(即耶穌) ── 伊斯蘭末世第
二號人物
伊斯蘭教經典中以Isa (爾撒)來稱呼耶穌，但只
承認爾撒為先知，不是人類救主。根據伊斯蘭傳統
的觀點，爾撒會有再來的時候，但他的再來並不是
來扶持以色列國，而是作為馬赫迪的手下，主要目
的是在全世界監管伊斯蘭社會制度和推行伊斯蘭教
法。
伊斯蘭教中的爾撒重現，有三個重要的行動：
「打碎十字架」、「殺豬」和「廢除丁稅」。簡單
來說，就是消滅伊斯蘭之外所有的宗教。「打碎十
字架」就是打碎基督教，而「殺豬」就是證明「基

末世現象
伊斯蘭的末世因著他們的主要人物馬赫迪和爾
撒，會出現以下的現象(事物)：
1. 地上遭受巨大騷亂和苦難之後，馬赫迪然後
才出現。
2. 馬赫迪的出現，將集宗教(精神)、政治和軍
事(和經濟)於一身，成為世界領袖；也同時是全世
界穆斯林的哈里發和伊瑪目(代理人和領袖)。
3. 馬赫迪將引領一場世界革命，建立新的世界
秩序，同時也會領導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入侵多國
(當然包括以色列)，攻擊所有反對他的人並進行最
後的屠殺戰鬥。
4. 爾撒(耶穌)將在大馬士革的一個清真寺附近
再臨地上，成為一位忠心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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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爾撒將摧毀基督教、廢除丁稅、在整個世界
建立伊斯蘭教法統治，並殺掉達加爾(Dajjal)和不回
轉的猶太人及婦女追隨者，然後娶妻生子，死去。

常具破壞性的想法。
此外，因為這些預備馬赫迪來臨的恐怖活動升
級，也會製造更多普世的社會問題。伊朗前任總統

聖經中的敵基督也會做兩件改變人類歷史的

艾哈邁德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就是以作

事，就是「更換節期」和「律法」。而伊斯蘭一直

第12位伊瑪目(對什葉派來說就是馬赫迪)的榮耀來

都在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要全世界使用伊斯蘭
律法(Sharia)和希吉拉(Hijra )曆法，這兩項已經在伊
斯蘭統治下的地方實踐，他們甚至想強加於整個世
界。伊斯蘭曆法是以穆罕默德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
那年為首年的曆法(紀元)，也被看作是所有人必須

臨的開路先鋒自居。所以他們積極發展核子武器、
生化武器，並盼能全速預備馬赫迪的來臨！冷戰時
期，蘇聯美國彼此簽訂防止核擴散條約以互相制
衡。但對於伊斯蘭世界卻沒有這些規範，因為，伊
斯蘭的聖戰觀是以殉教為預期，這樣會幫助馬赫迪
快點來臨。“taajil”這個阿拉伯字就是專用來形容那

遵守的誡命。

些製造混亂以促使馬赫迪早日來到的手段。

伊斯蘭末世觀對今日穆斯林的影響

從伊斯蘭末世觀與主再來異象思想今

若我們基督徒有一個很明確清晰的末世觀，在
某程度上也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的生
活態度。同樣，對於穆斯林來説，他們的末世觀也
在某程度上強化他們對「命定」的信念，就是相信
他們的安拉(Allah)早已預定了一個人的生命格局。
看著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痛苦及患難，也會促使他們
更迫切地去期盼馬赫迪的來臨。一般而言，會對他
們有以下兩方面的影響：

1. 更信命定 ── 更確信凡事預定
有不少文章提到很多穆斯林現在更加渴求馬赫
迪早日來臨，以期能釋放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甚
至能重拾昔日伊斯蘭的光輝(在十至十二世紀的伊斯
蘭，在很多方面確是非常輝煌的)。在某方面來說，
今日ISIS伊斯蘭國的崛起，確實對不少穆斯林有著
這樣的憧憬和吸引力。

日向穆民宣教的契機
現時的末世現象與全球性危機主要牽涉三大範
圍：政治、環境、心靈。
政治：包括外交、武力(戰爭)、經濟等。耶穌
的預言：「國要攻打國，民要攻打民；到處有打仗
和打仗的風聲」(太二十四6-7)，正在不斷應驗。近
年的伊朗核武危機及最近ISIS伊斯蘭國的危機，再
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世界儼然混沌一片，就像
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隨時隨地都有爆發戰火的可
能。特別在中東地區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各國、今日
的伊拉克與敘利亞地區，因著ISIS伊斯蘭國的崛起
及串連各地伊斯蘭聖戰組織發動全球哈里發運動，
更帶來普世恐襲危機。
環境：環境、氣候急激變化及溫室效應加劇、
人類生存環境、城市化問題、貧窮及貧富懸殊問
題、移民潮、因戰亂而帶來的難民潮(政治難民與經

2. 世界越亂越好？── 表示馬赫迪可早日來臨

濟難民)，現代人對環境的影響與破壞，都像把世界

這個越亂越好的觀念也確實影響了不少「虔

推進啟示錄所描述的七年大災難的前奏。縱觀現今

誠」的穆斯林。當然，我們基督徒不會這樣想，雖

世界局勢，因戰亂及種種環境因素，穆斯林是普世

然我們當想到主再來時，這世界會是「民攻打民、

移民潮的主流。

國攻打國」。但因為穆民相信馬赫迪會在世界亂到

心靈：末世意識一方面強烈促使伊斯蘭原教主

極點的時候才會出現，所以如果「要幫助」馬赫迪

義復辟，另一方面，也同時促使不少穆斯林深切

早點來到的話，就當一起把世界弄亂。這是一個非

反思是否仍然繼續依附伊斯蘭這個以殺戮及殘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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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能力的彰顯：不少穆斯林背景歸主者其中
一個歸主的原因，是周邊信徒的禱告，並透過這些
禱告經歷當中的醫治。而神也會透過異象和異夢向
這些穆斯林彰顯及啟示祂的心意。倘若在他們得著
這些「啟示」的時候，他們能找到一些「屬靈人」
(不是「宗教人」，而是那些他們看見與神親近的
人)向他們解釋神的事，這就是他們得著福音的機
會。
3. 對伊斯蘭的不滿：伊朗是最激進的伊斯蘭國
家之一，自從1978年進行了伊斯蘭宗教革命以來，
整個國家在各方面不進反退，民怨極深，人民也了
解到，伊斯蘭社會其實只是一場惡夢。有來自不同
渠道的消息透露，現在伊朗的歸主者數目正不斷攀
升，甚至有說人數已逾百萬，遠遠超過過去千多年
來歸主的人數。伊斯蘭末世混亂局面，其實也促使
人心更厭惡伊斯蘭，遠離伊斯蘭。
「主導」的宗教。與此同時，在神永恆的旨意裏，
神定意只有祂的兒女才有能力成就傳揚祂救恩的功
夫！但很可惜，今天世上能被神使用的，有大使命
意識的基督徒，卻仍只是少數。

今日宣教的契機
末世的種種危機從另一角度看又是福音的契
機，因為這些危機往往也同時給予那些願意尋求人
生意義的人反省及覺醒的機會。而作為在他們身邊
的基督徒，這正正是我們傳福音的契機。

4. 聖經的真理：就是讓人認識神及祂的屬性的
真理。原來透過聖經本身，神的話語直接與這些穆
民說話，就是這樣，神話語的能力和榮耀已經足夠
震撼穆斯林。當認識神真實的屬性、祂的愛及祂與
人的關係原來是可以如此密切的，穆斯林也為其所
動。今日，倘若我們都能在神的話語上隨時舉一反
三地(而不須每每把聖經放在手中)和穆民分享，無
形中給他們帶來得著救恩的機會。
5. 聖經中關於主耶穌的愛及祂的教導：從伊斯
蘭的角度看，安拉(神)愛人是帶著條件的。曾有一

2007年美國福樂(Fuller)神學院有一個研究

位伊斯蘭教長和筆者說過，安拉只有當穆斯林做足

(註)，是對來自30個國家、50個族群的750個穆斯林

經典上要求他做的事情時，才或許有機會得著安拉

背景歸主者進行訪問，了解他們歸主的主要原因，

的愛。但假若人做不到(事實上，人很多時候都不能

當中得出五大原因，就是：

滿足律法的要求)，就得不到安拉的愛了；因此，很

1.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原來基督徒在主裏的

多經驗也告訴我們，原來當我們用一些簡單的經文

愛的生活方式，正是促成這些穆斯林歸主的主要原

(特別是有關神愛人的經文)和穆斯林分享，請他們

因。面對今日穆斯林移民在各國人口急劇上升，他

仔細思量，而我們又同時為他們禱告的時候，往往

們已成為我們眾人的鄰舍。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婚姻

帶來很奇妙的果效。

關係中要如何在這些鄰居眼中展現出基督的愛和真

讓我們在這裏彼此提醒，穆斯林和你和我一

理？我們如何對待女性，原來也在影響著他們歸主

樣，都是按神形像所做的，穆斯林和你和我一樣都

的可能。

有著同樣需要。我們需要愛、救恩及永生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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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一樣。假若我們能自由純熟地運用神的話，

上的人得福。

把神的教導自然流露，所產生的力量會是很大的。

在一次禱告訓練的場合，一位外籍同工告訴
我，在他的經驗當中，知道至少有一萬個(家庭)教會

神在末後對穆斯林的心意
啟示錄七9：「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
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在穆斯林地區中被建立，當中更包括在我們認為很
難有果效的沙特阿拉伯。神的工作其實真的難以想
像！

方來的，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

約翰福音四35：「你們豈不是說，到收割的時

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顯然，這處經

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

文中的「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絕對

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弟兄姐妹，現在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這

包括那些長期被忽略了的穆斯林。
以賽亞書十九24-25：｢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

個時代並沒有真正的安穩，惟有在耶穌基督裏面，

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

我們這一群信耶穌的人才能在心中有這一份平靜和

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

安穩。但我們又是否已經預備好自己的生命跟隨主

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一起收割這個時代的莊稼呢？

埃及和亞述的地區，現今大多是穆斯林，亞
述更是現在敘利亞地區，就是那飽受ISIS伊斯蘭國
蹂躪及佔領的地方。換句話說，縱然如此，神仍
然會眷顧和給機會予今天的穆斯林，甚至他們在
末後會成為叫世人得福的工具──三國一律使地

註：
參網址：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7/
october/42.80.html

（作者為香港前線差會總幹事）

大使命中心、美國中國信徒佈道會合辦

第六屆跨文化宣教預備營
2015年7月6-11日
查詢：美國中信海外差傳部 / 大使命中心
電話：707-762-1314 / 408-636-0030
電郵：lwong@ccmusa.org / info@gcciusa.org
網頁：http://ccmusa.org
http://www.gcc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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