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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來伊斯蘭國 ISIS不僅在中東肆虐，製造大量難民，也在歐洲發動恐怖攻擊，

使得人心惶惶。雖然打著伊斯蘭的旗幟，號稱是以阿拉之名，但許多學者以及虔

誠的穆斯林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 ISIS 這樣的作為劫持了伊斯蘭（hijacked 

Islam），已經完全違背可蘭經的意旨了。 

    當大批的穆斯林難民逃往歐洲後，當地的居民出現了排外現象，不僅因為瓜

分了本國居民的資源，更擔心這些難民可能是恐怖份子所偽裝的。在加拿大，有

人在地鐵站噴上了納粹標誌，甚至威脅要殺掉這些外來的穆斯林。這讓人開始憂

慮，穆斯林在他鄉是否經常地遭到排擠、歧視，並容易和恐怖份子畫上等號？ 

    臺灣雖然目前未受中東地區戰亂的波及，頂多油價隨之升降，但在全球化的

趨勢下，伊斯蘭議題依然是我們應該關心的。我國的穆斯林人口並不多（約五萬

人），但還是必須給予同樣的尊重。由於筆者住在臺中，而且全臺灣六座清真寺

就剛好有一座在這裡，於是基於對於此議題的關切，前往清真寺，並期望能夠透

過實際的觀察與深入的訪問，了解穆斯林在臺灣的生活，以及臺灣的環境、人民，

對他們的信仰抱持何種態度。 

    雖然臺灣的文化、宗教相當多元，但對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卻普遍不足，頂多

透過教科書的介紹或新聞媒體的專題來認識，僅學得一些毛皮。因此，本篇的研

究方法是透過兩篇文獻：林長寬的〈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

（Hijrah）之困境〉、梁紅玉的〈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

來了解伊斯蘭教徒在臺灣可能的生活方式以及困境，並透過自身的訪問，再次印

證這些議題的意義。 

 

貳、 伊斯蘭在臺歷史、近況 

    根據《中華民國伊斯蘭：當代漢語穆斯林社群發展之解析》（林長寬，2014）

滇緬一帶的國軍大多為回族或是穆斯林，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將軍及軍事將領

馬步芳也是穆斯林，因此在國共內戰之後，他們一同撤退來臺，成了近年來臺灣

華人穆斯林的最大宗。除此之外，也有不少來自甘肅、新疆的回教徒，一起來到

臺灣，前後大約七萬人。這批來臺的教徒幾乎都是公務員或為軍人，大多居住在

臺北或高雄，或是在桃園龍岡以眷村的模式定居。這樣的分布也造就了臺灣六座

清真寺：臺北清真寺、高雄清真寺、臺北文化清真寺、臺中清真寺、桃園龍岡清

真寺、臺南清真寺（依初建時間排序）。 

    近年，外籍移工大量來臺，其中最多來自印尼，而該國為伊斯蘭教國家，為

因應信徒大量增加，民國 102 年在桃園大園又增設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供印尼籍

的教徒使用，不僅讓他們能夠一同做禮拜，更是聯絡同鄉感情的場所。而屏東東

港，也正在興建一座清真寺，同樣是主要提供印尼移工使用。另外在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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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臺中站、臺北火車站，都設有簡易的祈禱室，提供有需要的穆斯林使用。 

    在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是穆斯林，亦即，這樣的信仰，是靠

血統維持下去的，而且信徒人數應該隨著世代而不斷增加。然而，臺灣的狀況卻

非如此，我國國民的信徒人數並沒有隨著時間而增加，反而是減少，根據美國國

務院在 2006 年的統計，臺籍的穆斯林僅有五萬人左右，中國回教協會也推估，

會定期到清真寺參加禮拜的穆斯林，大約只有五千人而已；推估是因為在世俗化

下，要維持堅定的信仰需要極高的意志力，是許多人做不到的。除此之外，現在

中東國家的恐怖主義往往打著伊斯蘭信仰的名號，讓許多原本就沒有特別虔誠的

教徒更加卻步，擔憂被貼上標籤；在種種不利於伊斯蘭教發展的環境下，臺灣籍

穆斯林的人數也就漸漸下滑了。 

 

參、 臺中清真寺實錄 

    由於本研究是以臺中清真寺為例，故在這部分簡介臺中清真寺的相關資訊。

儘管臺中清真寺的規模和臺北兩座清真寺比起來較小，但也是五臟俱全的。清真

寺中有讓信徒小淨（簡單來說，就是清洗手指至手肘、面、頸、口鼻、用清水抹

頭、腳踝以下，每個動作重複三次，並且一定要重右到左）的地方，並且是男女

分開，方便他們進入禮拜殿。禮拜殿只有男性和小女生（尚未青春期）可以進入；

女性教徒則是在二樓類似觀眾席的位置聽阿訇講誦可蘭經。不過，如果女性剛好

遇到經期，雖然可以進入清真寺，但不能和其他人一起聽道。地下室為用餐區，

國曆的禮拜五是回曆的禮拜天，是穆斯林來清真寺參與主麻禮拜的日子；在聽道

之前，教徒可以先在地下室享用午餐，這也是難得可以食用伊斯蘭食物的時候。 

    接著，讓我簡略說明實地走訪時的經驗。第一次拜訪臺中清真寺，是在

2016.01.21 週四的下午，空蕩蕩的清真寺有種嚴謹的感覺。進去以後探了很久，

才看到一位小男生，原來是副教長保孝濂的兒子。副教長來了以後，透過訪問，

更加了解臺中清真寺的運作以及臺灣穆斯林的情況。整個中部六縣市登記的穆斯

林家庭約兩百戶（通常伊斯蘭教的傳承是靠血統，只要父母是穆斯林，小孩也會

是穆斯林）。教長與副教長的產生是由董事會所認為是否具有講道的能力來指派

的。保副教長是泰緬孤軍的後代，在泰國成長，並遠赴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伊斯

蘭大學學習教法，而後於 2003 年來臺傳教。 

    等到隔日週五再次造訪清真寺時，果然熱鬧許多，還沒進去就看見各種膚色

的人們以不同的語言交談著，彷彿是萬國博覽會；畢竟伊斯蘭教在全球有 17 億

信徒，所以含括的人種也很多。臺中清真寺的外國信徒來自許多的國家，除了中

東地區的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外，還有非洲國家的

甘比亞、埃及……另外也不乏印尼的外籍移工，然而他們因為工作關係，禮拜五

通常無法來參加主麻禮拜，不過卻也遇見了幾位印尼籍的留學生。 

    副教長的講道大約在早上 11：50 開始，到 12：30 就差不多結束了。講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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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我待在禮拜殿的外頭，和一位高中女穆斯林聊天，因為她剛好經期，所以只

能留在外面。主麻禮拜結束後，除了訪問其他教徒、聊天，也和清真寺裡的小朋

友一起打躲避球。這裡的小朋友除了漢人以外，也有許多是混血兒或者雙親都是

外國籍的，更有一位是原住民孩子。他們之所以居住在臺灣，是因為家長的工作，

有些是在企業上班，有些則是在臺灣擔任伊斯蘭教的傳教士或宗教相關工作，有

兩位阿富汗籍的兄弟便是如此。這些孩子都很熱情的和我一起打球與互動，並未

因我並非信徒而排斥！ 

     

肆、 訪問概況 

受訪者列表 性別 來臺原因 信教原因 祖籍 

副教長 男 傳教 家庭 緬甸生，泰國成長，華裔 

印尼留學生 7 人 男 求學 家庭 印尼 

印度留學生 男 求學 家庭 印度 

副教長夫人 女 婚姻 家庭（回族） 泰國 

陸配 女 婚姻 家庭 中國長春 

入教者 女 本國籍 受到感召 臺中 

 高中生 女 外省家庭 家庭 現居新竹，祖籍河北 

    除了副教長以外，其餘的受訪者都是在主麻日遇到的。最先受訪的是高

中生，因為她剛好遇到生理期，不能進去禮拜，所以在外面使用手機，於是

筆者便上前訪問，時間大概 30 分鐘。禮拜結束後，教徒們在禮拜殿外面的

桌子各自聊天，入教者和陸配也坐在那；不過訪問過程有點坎坷，因為他們

似乎希望以後可以先預約，不過還是分享了很多自身的宗教經驗。除此之外，

這兩位受訪者感覺有點偏離主題，會開始傳教，但也因為如此，讓我了解更

多伊斯蘭教的教義，訪問總共進行 40 分鐘。打球休息時，看到印尼學生們

在門口聊天，一問之下他們大部分都會講中文，便進行訪問。本來受訪者說

可以去樓下的餐廳訪問，但後來知道只有筆者一人，於是就在清真寺的門口

進行。訪問的進行通常是三位學生在回答，他們也會不時翻譯給其他同學聽，

綜合所有人的經驗、看法，總共花費約 30 分鐘。在打球時，印度留學生會

不時和巴基斯坦混血小朋友講話，因此打完球時便請教他。印度留學生幾乎

不會中文，所以用英文進行訪問，但由於對方腔調有點重，所以訪問題目沒

有很深入，大約 15 分鐘就結束了。由於在訪問時，看到有位女性在幫副教

長的兒子綁鞋帶，因此推測其就是副教長之妻。副教長之妻講話比較有條理，

很有耐性地回答問題，他的描述也很深入，訪問大概進行 35 分鐘。 

    清真寺雖然莊嚴，但並非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在 1 月 21 日初次拜訪時，

副教長便主動邀請隔日和其他穆斯林一起用餐，並在禮拜後進行訪問。在那

裡，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筆者並非穆斯林（未戴頭巾），但是其他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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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因此不友善，還是會點頭示好。受訪者在訪問進行時回答都相當積極，

除了分享自身經驗以外，也有點在宣揚教義的感覺，似乎期待能有更多的臺

灣籍信徒加入他們。 

伍、 在臺穆斯林的自我宗教意識 

    臺灣畢竟不是一個傳統的回教國家，所依循的法律和伊斯蘭教法也大相

逕庭，因此教徒在兩者間的折衷與拿捏，有時則成為他們能否順利融入社會

的關鍵。除此之外，由於臺灣有許多外國籍的穆斯林，他們的文化不僅和整

個臺灣大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和同為信徒的教友也存在認知上的不同；兩者

彼此間的互動成為有趣的觀察點。以下，筆者將就三個面向來了解這些在臺

灣的穆斯林如何定位自己。 

 

（一） 頭巾穿戴與女權意識 

    根據可蘭經的教義，女性的頭髮屬於羞體，除了家人以外，不能讓其他

的男性看到，因此在外出時需要穿戴頭巾；至於臉部是否需要一併遮住，則

視不同教派而定，經文中並未強制規定，但在伊斯蘭社會，這是一個受讚揚

的穿著。根據副教長的說法，包頭巾是造物主的規定，為的是保護女性，不

要引來男性的注目，或是一些麻煩。除此之外，衣著也強調寬鬆，不要讓曲

線畢露，不單單只是因為羞體規範的問題，也是自我保護的方法。 

    在《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一文，作者將

戴頭巾套用到布洛迪厄所提出的「慣習」（habitus）概念中，認為是因為受

到正面的鼓舞而更加堅定的習慣，這種持續性的作為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會多加思索。在臺灣，最容易識別穆斯林的方法，就是藉由女性的頭巾

來認定。然而，現今許多人對伊斯蘭教貼上負面的標籤，造成年輕一輩對教

義無透徹了解的信徒們選擇除了到清真寺以外，都不包頭巾了。在這樣的情

況下，我認為布洛迪厄的慣習理論似乎不甚適用：這些年輕穆斯林明白包頭

巾的重要性，但在世俗化之下，還是會選擇不去配戴，似乎那些包頭巾所受

到的正面嘉許並未成為繼續穿頭巾的動力。 

高中生：現在不是有甚麼恐怖組織嗎，ISIS那個。其實也會怕就是別人對你有異 

      樣的眼光。就會想說你怎麼信這個宗教，然後是不是你也跟他們一樣，就是 

      有那樣的心理。（訪者：那你知道為什麼女生要包頭巾嗎？）也不知道ㄟ， 

      就教義吧，教義。 

陸配：對於我來講沒有那種習慣，因為我只有來寺裡的話會戴頭巾，那平時在外面 

      的話我沒有，因為臺灣還不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所以說你會戴頭巾多少會 

      有一點異樣的眼光，對於我來講。 

    在訪問的四位女性穆斯林中，只有入教的那一位以及副教長的妻子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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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包頭巾。對於受訪的高中生，全校只有她和姐姐是穆斯林，如果包頭

巾，會特別引人注目，甚至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因此選擇放棄；但她認為自

己並不因此而不虔誠，只是做了不一樣的選擇而已。入教者的案例比較有趣，

她現年 62 歲，終其一生在尋找對的宗教，原本打算出家了，但卻受到阿拉

的感召而成為穆斯林。或許因為這個宗教是自己選擇的，因此有更高的虔誠

度，對於教義非常遵從。至於副教長的妻子，其本身為回族，又曾在清邁上

過宗教學校，因此對可蘭經的指示非常堅定，出門在外必定包頭巾。 

    信徒對於在何處應該包頭巾有自己的一套規則，對於平時外出不包頭巾

的女性穆斯林而言，是因為環境並未給予足夠的安全感，讓他們大膽展現自

己和大多數人在宗教上的差異。以能動性（agency）的角度去解釋，可以發

現女性穆斯林對於這樣的教義還是有一定的決定權，在不同的場域中會用不

同的方式看待這套規範。無論如何，當他們來到清真寺時是一定會戴頭巾的，

這除了是因為清真寺是伊斯蘭的重要場所以外，這樣的環境給予的歸屬感也

會讓他們勇敢展現自我。 

    近來有許多人開始抨擊伊斯蘭國家對女性權力的剝奪，例如在沙烏地阿

拉伯禁止女性開車，或是小女生被迫嫁給大叔，一旦逃婚，甚至被家族處死。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也為女性教育權而奮鬥，希望當年塔利班對阿富汗

的迫害可以不要再次重演。現在女權運動越來越盛行，勢必衝擊到伊斯蘭的

傳統性，新一代的穆斯林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改變以及宗教價值，非常耐人尋

味。 

 

副教長：你覺得男生的身體狀況跟女生完全一樣嗎？伊斯蘭教強調的是甚麼，是公 

     平，不是平等。一天到晚強調平等的話就不可能公平啊！男生做的每一件事 

     你要女生來做，可以嗎？不行啊！女生說我要生小孩，你要男生一起跟著生。 

     造物主造化人類本來就分男生做的是甚麼，女生做甚麼。男生他本來身體就 

     比較強壯，他就是要到外面奮鬥那個責任；女生就她心理比較柔軟比較有愛 

     心，在家照顧小孩照顧家庭對她是最適合的。當然我們沒有禁止女生出去外 

     面上班啦，賺錢工作，允許，但是不可以在一個在很多男生會在一起的地方， 

     是為了保護她的安全，不是為了壓迫。（訪者：但是像在沙烏地阿拉伯不是禁 

     止女生開車嗎？那是為什麼要這麼做？）那就是讓女生一個人開車怕他們可 

     能會有一些危險。 

 

    根據副教長的解釋，可以理解可蘭經的教義是要保護在生理上處於弱勢

的女性，避免她們受欺負。然而，在現代的環境中，女性所受的教育越來越

多，也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不再輕易地受到男性的拘束；因此這樣的解釋在

現在開放的世界似乎有些牽強。但是不可否認地，可蘭經的規範是立意良善

的，考慮到兩性間的差異而做出不同的規範。至於副教長所說女性的內心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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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有愛，就顯得過於侷限在刻板印象內，不太符合時代下的女性特質。 

 

入教者：阿拉在造人的時候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樣的，男生就是強壯，就是優勢， 

      養家活口啊，那女生就是在家照顧小孩子，這樣分別的；那現在已經看不到 

      這樣了，很少，其實是不對的。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剝奪女生的權利，但 

      其實是保護她。女人如果你單獨開車在外面，你發生了甚麼事情，你的安全 

      問題就受到威脅。還有女人單獨在外面是危險，不安全的。然後為什麼要穿 

      成那樣子，就是保護自己，衣服是遮羞；現在人穿到那樣子，然後還不准人 

      家來侵犯她，是不可能的。因為你穿那樣挑釁他了，然後男人基本的生理構 

      造就是那樣子，這就是現在社會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就是受西方影響了，本 

      來中國文化不是這樣的。（訪者：那您平常外出也有男性陪同嗎？）沒有啊！ 

      因為我們不是在那個國家，那個國家有那個國家的伊斯蘭律法，我們臺灣沒 

      有啊！臺灣沒有也就不需要啊！（陸配：就像有人吃素，沒有人強迫他吃素， 

      他吃是因為他心甘情願。那像沙烏地那些女人，他們包頭巾包的緊緊的，那 

      也是他們心甘情願的。）阿在他們國家，你沒有包就出來，或是單獨出來， 

      這就是犯到律法；他們心甘情願地去尊重那個律法。他們那邊的女人，如果 

      沒有這樣，人家不要愛他ㄟ！ 

 

副教長夫人：其實啊，他們那邊不讓女人開車，但是不代表不讓女人去哪裡，女人 

      還是可以去，但是有男人幫她開車。我的看法啦，我不會覺得這個不自由， 

      因為你如果說你不自由是你整天在家裡不能出去，但是你還是可以出去啊！ 

      （訪者：那如果沒有男人怎麼辦？）就不能出去啊！好，那我問你，今天你 

      一個人出去或你今天有一個男人跟你出去，然後可以隨時都保護你，你要選 

      哪一個？（訪者：有人保護我。）對啊！這是他們按照可蘭經裡面就是女人 

      要出門就是要有男生陪同，尤其是出遠門。然後他們那邊就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女生都不用出去啊，就是有甚麼今天要煮甚麼差甚麼材料啊，就一通電 

      話回來就有，你又不用曬太陽熱得要命，就在家就好。那是我先生之前去沙 

      烏地阿拉伯說的。 

 

    穆斯林女性對於教法規定外出須有男性陪同的看法非常正面，認為這是

保護女性最好的做法。就他們的認知中，女性依然處於極劣勢，在缺乏男性

的情況下很容易遭遇危險。不過，在受訪者的回答中也看到了矛盾：入教者

一方面認為如果臺灣能夠規範女性出門要有男性陪同那是最好的狀況，卻又

提到那是因為伊斯蘭中土國家的律法有規定，所以才必須這麼做，我國沒有，

也就不需要了。這樣兩個立論的衝突在於如果真的是對女性有利的，那為何

一定要有法律規範才要這樣做呢？因此我認為受訪者的回答不夠有說服力。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穆斯林即便說法矛盾，但他們依然很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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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信仰解釋，畢竟臺灣並非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所以這些教徒在

維護自身的宗教格外辛苦，才會盡力維護自己的身分、立場。 

     

（二） 臺籍穆斯林與外籍穆斯林 

    近來隨著開放外籍移工來臺，我國穆斯林的人數大幅增加，大多來自印

尼、泰國、及菲律賓。這些外籍穆斯林對教義的重視與臺籍教徒相較之下是

非常虔誠的，在生活習慣方面與大多數的臺灣穆斯林有些差異。林長寬在其

論述中提到了「大中國沙文主義」，意即雖然同樣都是信奉阿拉，但是因為

文化背景的不同，認為對方是蠻夷，加上這些外籍移工從事的多為社會階層

較低的工作，因此也很難獲得臺灣穆斯林的認同。除了外籍移工以外，另一

部分的在臺外籍穆斯林是從事宗教工作的，像是從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

傳統的回教國家。他們來臺灣擔任阿訇的職位，填補本國籍的不足。有別於

東南亞的移工，這些外籍宗教工作者在臺灣的伊斯蘭社群是受到尊重的，因

為他們多少代表了信仰的中心，也是知識的來源；漢人社會多是尊崇學術的，

也就是為何同樣為外國籍，受到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的原因。 

    訪問當天，受訪高中生向我介紹一位甘比亞的朋友，他們是在清真寺認

識的，雙方有彼此的 Facebook 帳號，算是熟悉。不過，那位甘比亞男性穆

斯林的中文沒有很好，受訪者的英文也不流利，所以他們的溝通常常都是誤

打誤撞。除了甘比亞的教友以外，受訪者表示幾乎不認識其他外籍穆斯林，

因為最大宗的印尼移工穆斯林並不會講中文，英文也只會一點點，沒有辦法

溝通，也就少有交流了。而陸配以及入教者，也不大認識其他外籍的穆斯林，

教徒朋友仍然以華人為主。理論上，為了讀懂可蘭經，伊斯蘭教徒會學習阿

拉伯文，不過因為臺灣教授阿拉伯文的地方不多，即便清真寺有教基本的語

言，但對多數人而言，時間、距離都是問題，所以本國籍的穆斯林也很難藉

由阿拉伯文和外國教徒溝通。 

    受訪的一群印尼學生雖然中文挺流利的，但通常都是和家鄉的人一起去

清真寺禮拜，即使遇到臺灣籍的穆斯林，也幾乎不會有交流。這些印尼的學

生來自中南部各校，包括中興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首府大學、逢甲大學……

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群體，不會特別想加入臺灣伊斯蘭教的社群。另外一位受

訪的印度學生幾乎不會說中文，英文普普通通，就訪問的結果以及觀察，他

並不會和臺灣的教徒互動，但會和中東的一些穆斯林聊天，也和他們的小孩

玩在一起。該印度人會說阿拉伯文，所以和回教國家的教徒和小朋友溝通沒

有障礙，但卻不會理臺灣穆斯林小朋友，因為在語言上有隔閡。 

 

副教長夫人：你說在臺灣出生的穆斯林和外來的穆斯林對不對，一定會有差。因為 

      可能差就差在文化的不同，還有習俗的不同。如果他們在臺灣長大，他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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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少會受到臺灣的那個（訪者：世俗化）對，就是漢人的那個一些習俗啊， 

      就會有影響到。（訪者：那這樣會有隔閡嗎？）我們，雖然有時候習俗不太 

      一樣，啊但是都是信阿拉嘛，就是信主獨一，所以也不會啦！ 

 

    就訪問結果而言，外籍穆斯林會有自己的圈子，正如同臺灣籍的穆斯林

也不大會認識外國籍的教徒。訪問當時，可以看到副教長夫人與印尼籍的女

穆斯林互動，也和其他外國籍的教徒有互動；不過推測可能是因為其身分特

殊，是副教長的妻子，多少在女性穆斯林中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解釋為個別

案例。雖然林長寬的論述提到臺籍與外籍的穆斯林少有互動是因為對教義的

闡釋有些許差異，又大中國沙文主義作祟；不過這些在訪談及觀察中難以察

覺。歸類受訪者的經驗，他們大多因為語言的關係而不會認識其他國籍的穆

斯林，也因為有自己同籍的信徒友人，所以就沒有和他國教徒互動的動機。 

 

（三） 漢人或穆斯林 

    傳統漢人接受的孔孟思想，在外國人眼中，常被稱作「儒教」，他們不

只將其視為一種學術門派，甚至是一種信仰。華人穆斯林，一方面從小在儒

家思想的薰陶下成長，一方面卻也接受穆斯林的生活教育，像是禁止偶像崇

拜。如此接受到兩方面的文化教養，除了相互融合以外，勢必也有衝擊產生。

傳統華人社會教導要敬愛父母，掃墓祭祖更是不可少的儀式；然而伊斯蘭的

教義卻是禁止偶像崇拜的，所以兩者間的衝突也就顯而易見了。在訪問過程

中，筆者便是透過了解受訪者的過節習慣，來探究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高中生：漢人和穆斯林比起來喔，當然是偏向穆斯林啊！（訪者：那如果說中秋節 

      那些的呢？）我們不會烤肉。（訪者：那粽子呢？）吃素的吧，就吃素粽。（那 

      如果過年除夕呢？）會，還是會有啊！但是我們是，人家是有排骨、什麼豬 

      腳那些，我們是沒有，就類似羊排那種。 

 

入教者：（訪者：端午節吃粽子，中秋節吃月餅嗎？）會吃，都會吃。原 

      則上就是說因為家庭還是非穆斯林嘛，所以還是會跟他們一樣，但是我原則 

      上是拜過的東西我不吃，這個是他們知道的，那你可以說成伊斯蘭的文 

      化……但就是你說的，漢人嘛，你原來就是一個漢人，不可能變成不是漢人 

      （訪者：所以您還是會保留一些漢文化的傳統？）他也不是保留，他是一個 

      自然的，自然的一個東西，因為你根深蒂固了嘛，你不可能說一夕之間都不 

      見嘛，不可能的！只是說知道不同在哪，我不拿香，也不拜拜了。（訪者： 

      那對祖先呢，清明掃墓也不會去嗎？）也不會！（訪者：所以說這些 

      祭祖的工作就由小朋友來做？）其實我鼓勵他們也不要做啦！因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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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告訴我們祭祖算一種崇拜，那為什麼要崇拜？我們都是阿拉創造出來的， 

      只是藉由他（父母）的身體來到這個世界，靈魂是阿拉給的，所以是不需要 

      的…… 

 

    副教長夫人，可以說是回族，但也算是漢人，但是他們並非在臺灣成長，

所受到的伊斯蘭教育和本土臺灣籍穆斯林相比非常的完整，所以在節慶方面，

從小就是慶祝回曆年，對於其他華人節慶感觸並不深。以臺灣籍穆斯林來說，

兩位受訪者都會過傳統的中華節日，例如端午節、中秋節。就入教者而言，

人生的大半輩子都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方式，要因為加入一個不一樣的宗教而

徹底根除對這些節慶的嚮往，似乎有點困難；不過對於清明節這樣和可蘭經

教義相悖的祭儀，選擇不去從事，可以看出受訪者還是盡量以宗教為主，不

去違反規定。至於高中生，雖然整個家族都是穆斯林，但是依然會有除夕的

習慣，也會過其他華人傳統節慶。他對自己的認同雖然偏向穆斯林，但仍保

有漢人文化，並在其中找到折衷的生活方式。 

 

陸、 穆斯林眼中臺灣民眾對其態度 

    穆斯林在臺灣的宗教人口中算是少數，雖然男性在平常的穿著不易識別，

但女性如果戴上頭巾，就非常有象徵性了。近來恐怖主義盛行，許多都打著

伊斯蘭教的名號，不懂分辨的民眾，容易有錯誤的聯想，使得穆斯林很受傷。

除此之外，伊斯蘭教徒每日的五功以及對飲食的習慣，也容易使其他宗教的

人以異樣眼光看待。因此，這部分筆者將透過訪問關於他們與其他臺灣民眾

的日常互動，了解穆斯林如何看待臺灣民眾對他們的態度。 

 

（一） 恐怖主義 

眾所皆知的是，臺灣的媒體有些不夠國際化，報導的新聞常常侷限在這

個蕞爾小島，畫地自限，沒辦法和世界接軌。對於最近的 ISIS，大量難民潮

擁進歐洲，身在臺灣的我們，雖然沒有和他們直接接觸，但多少也耳聞，不

過，這些消息是否夠全面，沒有偏頗，就不得而知了。在多數人對穆斯林僅

有片面的理解再加上恐怖攻擊的負面形象，筆者在這個部分所探問的是，在

臺灣的穆斯林是否曾經遭到不友善的態度，而這些是否與穆斯林容易被連結

至恐怖份子的形象有所關聯？ 

 

   副教長：ISIS說是伊斯蘭，但是完全不是伊斯蘭，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穆斯林接受， 

        任何一個穆斯林國家的學者也不會接受認同他的做法，他根本不是伊斯蘭教 

        法允許的……（訪者：那您覺您在臺灣有因為穆斯林的身分被其他人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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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的眼光看待嗎？）那個就要看人了，有國際觀的、到過國外或者是知識份 

        子，就是不會啦，我碰到的，有學問的人不會有這種看法，他們都會了解。 

 

入教者：臺灣是一個信仰多元的地方，啊臺灣人對自己的信仰虔誠，所以他會感覺 

      到別人的信仰跟他的一樣，是很崇高的，會去尊重。我從入教那天就戴頭巾， 

      我戴頭巾的目的是希望人家來問我，因為以前沒有人戴頭巾給我問，啊也沒 

      遇過那些問問題的啦！（陸配：臺灣人很友善。） 

 

副教長和入教者都認為我國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的，不太會主動對於不

同的宗教表示不友善的態度。同時，他們都指出，會盲目相信穆斯林就是恐怖

份子的民眾通常都沒有很多的知識背景；其餘的多數人會經過思考，不會不理

性地問出令人尷尬的問題。 

     

高中生：剛我去買飲料的時候啊，就一大堆人在看我啊，就看我戴這個甚麼東西。 

      嘖，就覺得還滿不被尊重的！為什麼人家會一直看我，就覺得好像用異樣的 

      眼光那種，不舒服。有啊！但是我覺得他們想也是正常，ㄟ為什麼這個人會 

      包頭巾這樣……現在不是有甚麼恐怖組織嗎，ISIS那個。其實也會怕就是 

      別人對你有異樣的眼光。就會想說你怎麼信這個宗教，然後是不是你也跟他 

      們一樣，就是有那樣的心理。 

 

印尼留學生：像我們在印尼，聽說華人，我也會問這個東西，就是聽到說華人你們 

      會吃人肉啊，甚麼的。是嘛，以前是有嘛。但是我們會想，全部的華人是這 

      樣嗎？結果越來越認識你們，就也不是嘛。像我們也是這樣，很多穆斯林你 

      說會殺人，但是你越來越認識我們，結果你會發現，不是每個都這樣……啊 

      如果說是被和那些 terrorists連結起來（問其他同伴），大部分沒有啦，很 

      少。 

 

副教長夫人：小朋友在學校，因為應該是媒體的關係，他就會報一些甚麼恐怖份子 

      之類的，那朋友之間，小朋友就不懂，因為他知道我小孩子是嘛，他就會ㄟ 

      你們穆斯林怎樣怎樣，小朋友他就會好奇；啊老師是還好，因為他已經會分 

      辨是非，啊小朋友他不會啊，就會好奇在那邊怎麼樣，啊你伊斯蘭是真正是 

      恐怖分子嗎，就問他，小朋友就會回來問我們。他不會被排斥，但是會因為 

      同學的好奇，然後有問他一些問題這樣子…… 

     （訪者：那您自己這部分有遇過嗎？）我覺得要看人ㄟ，因為比較理性的 

      臺灣人也很多，然後不講理的也是有。有些臺灣人他吸收西方國家的新聞， 

      他看到新聞馬上就不分是非的接受，不會再去研究。有一次我去郵局嘛，他 

      就說你是穆斯林嗎，我說對啊！（他說）那穆斯林是不是信奉伊斯蘭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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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對啊。（他說）信奉阿拉嗎，（我說）對啊。（他說）那你們跟 ISIS一國的 

      囉！我也沒有怪那個問我的人，因為我覺得他是不懂…… 

 

    藉由受訪者的回答，可以看出還是有許多穆斯林遇到不友善的態度，或

許不是每個人都用言語表達，但是往往一個眼神，都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

似乎自己是異類。雖然他們認為臺灣人算是友善，但是對於在公共場合（不

含清真寺）包頭巾這件事，仍然感到不自在。誠如印尼留學生所說，常常這

些誤解都來自於對彼此的瞭解不透徹，只從片面的消息來源去認識其他事物。

副教長夫人也提到，大部分的老闆對於包頭巾上班還是不太能接受，這也使

得女性穆斯林有些困擾。從小朋友的提問也可以看出，如果家長沒有給予他

們正確的觀念，可能誤會就一直存在著，若不是他們主動提出，可能偏見會

根深蒂固直到長大成人。這不僅會是個人的問題，更可能會對整個社會帶來

負面的影響，甚至創造出另一批盲目仇視的激進分子。 

    臺灣有越來越多學生走入國際，看到這個世界的遼闊，不過，進入的卻

往往是西方文明。回想看新聞時，國際新聞的來源大多是路透社、法新社、

CNN，這些媒體的觀點大多是以基督宗教出發，看事情的角度也可能不夠全

面。以他們的觀點來說，或許伊斯蘭教是敵對，但卻不應該以偏概全的論定

穆斯林都是邪惡的。我們必須要多接觸其他立場的媒體，例如半島電視台，

再透過判斷來了解事情的真相，不要盲目地接受資訊，亂貼標籤。 

印度籍和印尼籍的留學生們都表示，他們的同學大多知道自己穆斯林的

身分，因為少接觸，也會好奇的詢問一些問題。臺灣的同學了解他們需要每

日五次禮拜，也知道穆斯林不能飲酒，所以並不太會一起出去玩，但也有一

部分的原因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學生會比較常聚在一起。 

入教者很驕傲地表示，希望別人藉由因為她戴頭巾而來問問題，就如同

《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中的描述一般，如此

方便他人識別自己的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的表達，更讓他人給予應有的尊

重，畢竟每種宗教的禁忌不同，可以主動避免他人的冒犯。 

 

（二） 禮拜與生活 

就如同基督徒在用餐前會禱告、臺灣傳統信仰每天都會在祖先牌位上香，

穆斯林則是每天五次的禮拜，分別為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宵禮，平均

在一天之中。這些時候，是教徒向阿拉懺悔，也確保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不被世俗誘惑，同時紀念阿拉的偉大，是淨化心靈的時機。在回教國家，大

家的作息圍繞著伊斯蘭律法，五次的禮拜時間幾乎都能準時；在臺灣，他們

畢竟是少數，難以特別配合，這些教徒是如何調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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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其實在學校是沒辦法（禮拜）的，對啊。（訪者：那在家呢？）家裡很亂 

           ㄟ，哈哈！通常還是來寺裏面，平常就還好。 

      

     印尼留學生：還是可以朝拜，因為我們是有設定五個時段，你這一個時段不能卡 

           到另外一個時段做禮拜。（訪者：所以你們可以上課上到一半做禮拜？） 

           可以，可以跟老師講。我們一開始就會跟老師說我們是穆斯林，然後有甚 

           麼需要這樣，他們會了解。（訪者：所以會隨身帶祈禱墊嗎？）有啊，我有 

           帶。在學校的話因為也有一個清真寺，小小的，沒有那麼大，就是一個教 

           室而已，沒有人用，就自己處理，當那個清真寺，所以也可以不用帶來帶 

           去。但是如果要出去怕比較遠的話會來不及，就會帶。 

 

對於受訪高中生沒有每天固定的五次朝拜，除了社會因素以外，推測和個

人習慣也有關係，因為即使在家裡，她也沒有這麼做。覺得挺欣慰的是，印尼

學生們的老師對於他們需要在課堂中暫時離開進行禮拜，可以接受，對於不一

樣的宗教文化很寬容；但也有可能教授根本不太注意學生的行為，所以也沒有

特別管束吧！ 

副教長表示，五次禮拜的時間即使沒有趕上，只要有做齊就可以了，重要

的是那份心意。除此之外，禮拜的地點最重要的就是乾淨，找一塊乾淨的地方，

可以是停車場、公園，有沒有鋪祈禱墊不是最重要的，那只是為了確保地點的

乾淨而已。副教長夫人也說，如果在上班，就自己找個整潔的地方禱告，禮拜

只需要短短不到五分鐘，就看有沒有心而已；少聊天、泡茶，就有時間可以禮

拜了，其實不會耽誤到。 

近年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來到臺灣，為了配合他們的需要，許多車站都設

有祈禱室，方便他們在五次禮拜時使用。這樣的政策出於善意，但是是否真的

讓多數的教徒知道這個訊息？根據訪問，還是有挺多穆斯林不知道這些設施。

入教者說他到今天才知道，不過對於這樣的設置感到很高興，代表政府有看到

他們的需求，要走向國際化，這是必須的。副教長的妻子本來就知道烏日高鐵

站和中正機場有祈禱室，但沒有使用過；他說不管這些設備是因為政治考量或

是其他因素，但至少給了很多穆斯林方便，讓他們在通勤時可以有一個適合的

地方禮拜。訪談印尼的留學生時，他們很興奮的說有用過中正機場的祈禱室，

而且不會太過簡陋，符合他們的需求，已經足夠了。至於高鐵站的祈禱室，因

為就住附近，所以需要不大。這些都顯示了，有越來越多人看到了少數宗教族

群的需求，也願意為他們努力，但是如果可以有更多的宣傳，那份美意就能傳

到更多穆斯林的心中了！ 

由於回教徒的飲食習慣和漢人有很大的差異，近年來，中國回教協會積

極推動國內的「清真認證」，讓穆斯林知道可以在哪些餐廳是可以毫無顧忌

的用餐。就印尼和印度的留學生而言，最大的不方便是在飲食方面。除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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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豬肉以外，其他的牲畜也必須是在宰殺時念過經文的才能食用；當然，

這類的肉品在臺灣比較難取得，所以有時只好就算了。除此之外，穆斯林的

餐具也不能接觸到豬肉、豬油、血，這些不潔的東西。印尼的留學生在在用

餐前一定會詢問店家餐具是否乾淨，但也常遭到懷疑的眼光，覺得他們怪怪

的。他們說，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如果外食，乾脆吃素，肉類自己回家烹調。

然而，如果有了更普遍的清真認證，穆斯林在外用餐就能更自在方便了。 

 

柒、 伊斯蘭在臺灣的傳承與凝聚 

    臺灣的穆斯林人口為數極少，又分散臺灣各地，雖然隨著交通、網路日

益便捷，他們可以有更多方式聯絡彼此，但終究不像我國的民間信仰一樣，有

許多的機會可以將教徒們群聚在一起。除此之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世俗化

的速度超乎想像的快，如何在這樣繁忙又雜亂的社會中維持自己與下一代的信

仰，成為現在臺灣籍穆斯林需要努力的方向。 

    就〈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Hijrah）之困境〉所述，

現在的漢語穆斯林不再如過去的回民或是伊斯蘭中土地區的伊斯蘭教徒一般，

依循著祖先那樣的生活傳統。畢竟伊斯蘭教的體現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少了這

些，大多數臺灣籍穆斯林是將伊斯蘭教置於私人領域中實踐，就像信仰基督宗

教的漢人一般。或許是因為臺灣並非伊斯蘭國家，所以教法也不具拘束力，沒

有所謂的宗教法庭，並非公法而成為私法，所以信徒也就不會很謹慎的看重可

蘭經的規範。就如同受訪學生所言，在臺灣的感受並不會很深，但是其他國家

就會更嚴謹地看待這些教法，這就是因為缺乏強制力的因素。 

    其實世俗化對伊斯蘭教的衝擊不僅發生在臺灣，就連最保守的沙烏地阿拉

伯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沙烏地阿拉伯的已故阿布杜拉國王在過世前曾推動一系

列提升女性教育、工作權利的政策，甚至開始任命女性為皇家諮議會代表；這

些改變讓許多女性歡欣鼓舞，但不少保守的男女卻覺得無所適從。第 171 期

（2016 年 2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專題《面紗下的沙烏地女性》提到，該國的

女性之所以堅持穿阿巴雅（該國女性的外衣）大多是因為社會壓力、宗教熱忱、

對部族的忠誠、沙烏地阿拉伯文化最重視的體統、以及自己的名譽。在臺灣，

這些傳統並不存在，社會通常難以識別誰是穆斯林，所以也無從，更不需要去

譴責任何人。若是以維持女性的名譽來說，年輕一代的穆斯林女性對於男女分

際的拿捏，也隨著整個大環境的改變而不再那麼拘束。 

 

訪者：那這樣在學校有時候活動甚麼不是會牽到男生的手嗎，這樣可以嗎？ 

高中生：你是說玩活動之類的喔，還是可以啊，就牽一下，沒甚麼。平常還是會 

      大家玩在一起，也是會碰到啊，就不要太過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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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蘭中土，許多學校都是男女分校，有些大學甚至會因為授課教授是

男性而讓女學生用視訊上課，兩性之間的分界十分清楚，在工作場所亦是如此，

不過許多當地女性覺得這樣才自在，對於開放兩性共事反而覺得緊張。在臺灣，

現在的教育強調的是男女學生之間藉由彼此相處了解差異，才能相互尊重，在

這樣的環境中，穆斯林學生對於可蘭經中的規範也就不那麼重視，有了新的價

值判斷。 

    伊斯蘭教在臺灣的發展，缺乏強而有力的信仰中心，雖然有中國回教協會

的努力，但凝聚力卻不似民間信仰那般強烈。早期臺灣的聚落，通常是圍繞著

信仰中心——廟宇而發展出了市場、學校；這樣的情境也同樣適用於伊斯蘭的

清真寺。而在臺灣，卻不是如此。林長寬在文獻中提到，北京有所謂的「牛街」、

「穆斯林街」，緊鄰著清真寺，是當地教徒情感聯繫的場所；在臺灣的穆斯林

卻因為投入不同的工作，分居各地，除了少數老一輩仍然同居眷村而較常有聯

繫以外，通常除非主麻日到清真寺禮拜，否則少有接觸。不過眷村所在地也並

非清真寺附近，也非以宗教為基礎而建設的，所以和中國、回教國家的群落仍

然有差異。副教長和他的妻子因為方便在清真寺工作，因此居住的地方就在附

近。入教者和陸配都並非住在清真寺附近，甚至有些距離，可以說地緣情感薄

弱。 

    受訪的高中生所認識的穆斯林朋友很少，在新竹，除了母親的幾位朋友也

是穆斯林以外，幾乎都是其他宗教的。之所以會來臺中的清真寺，是因為當初

父親過世時放在這裡的冰櫃，雖然龍岡清真寺比較近，但是因為櫃位太少，所

以放臺中。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才認識比較多臺中的教徒，甚至和一些外國

籍的穆斯林也有接觸。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因為課業繁重或其他因素無法到

龍岡清真寺或臺中清真寺，受訪高中生就少有機會和其他穆斯林一同禮拜、分

享信仰。 

    臺灣各縣市幾乎都有基督宗教所創立的中等學校，甚至大學。在伊斯蘭中

土，也有許多的宗教學校，或是讓穆斯林進修教義的伊斯蘭大學。然而在臺灣，

卻沒有成立類似的中等學校，穆斯林家長要讓小孩了解教義，需要靠家庭教育，

或者常跑清真寺。可惜的是，現在的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有些家長只好放棄長

途奔波來回清真寺。 

    可蘭經是以阿拉伯文書寫，雖然有各種語言的譯本，但最理想的狀況是能

夠讀懂原文，副教長表示，如此才能看到可蘭經文字的甜美。在臺灣教授阿拉

伯文的地方甚少，清真寺幾乎都有開設基礎的阿拉伯文班，教導穆斯林小朋友

基本的拼音，期待他們能夠靠自己閱讀可蘭經。不過就如同上述，路途遙遠，

並非對所有教徒而言都可行。在訪問副教長夫人時，她極無奈的表示，也很希

望可以在我國成立伊斯蘭宗教學校，讓孩子學習到最完整的教義。同時，她非

常擔心，小朋友到了叛逆期時，會開始不接受自己的信仰，想和其他人一樣，

因此現在盡一切的可能都要保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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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筆者感觸最深的情況是在打球時發生：一個混血的小男生在打球的過程

中的很活潑，也會和我開玩笑，但到一半時，他突然很嚴肅卻又害羞的說：「我

可以問你一個可能不禮貌的問題嗎？」唐突的話讓我緊張了一下，想說究竟怎

麼回事，但還是答應了。小男生用無比誠懇的語氣跟說：「你有任何宗教嗎？

如果沒有的話，你加入我們好不好？拜託拜託！」突然之間，我發現信仰似乎

已經深植在他的內心，也有了歸屬感，期待有更多人可以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我想，就某部分而言，這樣的信仰傳承是成功的吧！ 

 

捌、 結論 

    這次的研究，最大的缺陷在於樣本數不足，且無法代表全臺灣穆斯林的年

齡、職業、性別，原本預計到臺中第一廣場訪問印尼移工，了解他們的認知是

否和留學生有所差異，擴大樣本的可信度，不過他們幾乎都不會說中文，只好

暫緩。在未來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有更全面，涵蓋更廣的樣本訪問。除此之外，

應該更深入研讀可蘭經教義，讓在研究時有更多的切入點能進行討論。 

    世俗化的臺灣，對保守的伊斯蘭教徒衝擊很大，他們努力在兩者中找到平

衡，維持對教義的堅持，卻也期待在現代化的社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一直

以來，我們以「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而驕傲著，因此應該展現更寬闊的胸

襟，接受和大眾文化不一樣的信仰。資訊爆炸的時代，並非所有的訊息都是對

的，身為聰明的閱聽人，應該了解各種角度的觀點，不要一味的接受。文化的

多元，是我們的財富，更容易和世界接軌；沒有任何一個信仰是最純正、高尚

的，穆斯林對部分教義的堅持，或許不容易理解，但這是他們的傳統，必須要

給予尊重。 

    沙烏地阿拉伯皇室顧問哈南‧艾爾阿瑪迪說：「我們經歷了巨大的改變，

但我們必須能夠在逐漸創造改變的同時，保持我們的身分認同。」透過這次的

訪問，看到臺中穆斯林的信仰情況，他們的生活同樣在經歷改變，但卻也努力

維持著對傳統的堅定，並且渴望下一代能繼續傳承。這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

改變。改信伊斯蘭教，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太可能，除非真正了解教義，否則沒

有必要；我們能做的，就是多了解，給予尊重，讓他們能夠因信仰，更驕傲的

生活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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