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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
緊張了
穆斯林五大功課之一的齋（齋戒）即將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開始，為期一個月。由於全球疫情的問
題，穆斯林會否因為長達一個月的禁食，使到身體較平時衰弱，而增加被感染的風險？另外，開齋後穆斯林
會互相祝賀，會否因為大量群眾聚集，而做成大規模感染？在齋戒期間，穆斯林特別重視禱告，他們一天要
禱告五次，若果不能到清真寺，伊曼 (Iman伊斯蘭教領袖)怎樣教導及鼓勵信徒呢？

在了解印尼這個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如何面對今次挑戰之前，
讓我們簡述一下伊斯蘭教的核心信仰。
1. 信阿拉（真主）
對 於 穆 斯 林 來

六
信

2. 信經典
《古蘭經》是阿

3. 信天使
天使是阿拉的奴

說，信仰獨一的阿拉是

拉通過天使給使者穆罕

僕，聖潔無瑕並受祂差

絕對的天條。《古蘭

默德的最後一部「真理

遣。伊斯蘭教認為天使

經》說：阿拉在六日中

的經典」，它是完美無

不具有神聖，人類絕不

創造了世界萬物和人。

缺的。穆斯林只信奉《

應該拜祭他們。￼

人在真主所創造的系列

古蘭經》，遵守《古蘭

中是最高貴和最寶貴

經》的教誨。

的，因為人能夠認識真
主、崇拜真主。
1

4. 信使者

5. 信末日，信審判

6. 信前定

使者就是按照真

信末日包括「信後

伊斯蘭教認為世

主命令向人間傳達訊息

世」、「信末日審判」

間的一切事物及其變化

者。他們受到真主的啟

、「信死後復活」。後

都是由阿拉預訂和安排

示，負責向人間傳播宗

世那𥚃有「天園」和「火

的。全世界穆斯林說的

教的神聖使命。耶穌和

獄」。

最多的一句話是「萬物

穆罕默德都是阿拉的使

「末日審判」指

者。穆罕默德是封印

現世的毁滅也就是末日

的使者，也就是真主向

的來臨，但沒有人能說

人間派遣的最後一位使

出何時該日會來臨。世

者，在穆罕默德以後

界末日時，阿拉將使人

真主不再向人間派遣使

類死而復活，然後進行

者。

非主，唯有阿拉；穆罕
默德是阿拉的使者」。
這句話叫「清真言」，
是對伊斯蘭教信條的概
括性表達，也是信仰核
心。

審判。每個人拿着自己
的—「功過簿」逐一接
受阿拉的審判。

除了六信還有五功

The five pillars of Islam

1. 證信 Shahadah
相當於宣誓。當一個人已經相信真主的存在及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差使時，他只需口唸：「我作證
除真主之外再沒有主，我也作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差使」。那麼，他立即成為一位穆斯林了，而其他
的人也得承認他的身份，同時他也開始要承擔及履
行一切宗教上的功課與責任。

2. 禮拜 Salah
每天定時禮拜真主五次，目的是叫人的良心甦
醒，使他念念不忘真主及祂的教誨，使自己身心純
潔，不會走上歧途。每天向真主禮拜五次，不是為
了求財、求子、求福或求壽，而是為了訓練自己服
從真主，接近祂及感激祂對人們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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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齋戒 Sawm
定為伊斯蘭曆的每年九月（即
Ramadan ），在整個月中，每天從清

晨破曉至太陽下山這段時間裏，完全
禁絕飲食等事。
齋戒有下列各項的意義：
• 齋戒能養成一個人對真主的恭
順、奉獻及接近真主的德性，因
為一個人純粹為了真主而齋戒。

• 幫助一個人培養警覺與誠實，因為封齋的人不論是在私

4. 天課 Zakah

底下或是在公開場合中，都要謹守着他的齋戒。

5. 朝覲 Hajj

真主規定每

• 教導一個人學會忍耐和無私，因為當一個人封齋時，他

是 響 應

個穆斯林每年須
將錢財的盈餘部

真主的召喚到

分，按固定的比

聖城麥加參加

的經驗會使他們體會到世界上許多其他不幸的人們所受

率拿出一部份，

一些特定紀念

的飢渴痛苦，而產生同情憐憫之心，並且慷慨地給予他

作為社會公益，

會感到飢渴之苦，可是卻得耐心地忍受下去。這種飢渴

賙濟社會上一些

們助。

不幸的人們。這
• 能使學習節制與控制自己的慾念，鍛練意志力，不受物
質引誘。

每一位身體狀

種規定的捐施，

況良好，擁有

稱為「天課」。

足夠財力的穆

「天課」不是
慈善施捨，而是
富有人的一項社

NO Jesus
No Saving

真主的儀式。

斯林，無論男
女，在他們的

會義務。目的是

一生當中，必

減少社會上貧富

須至少朝覲一

懸殊現象，使貧

次。

窮的人生活有保
障，團結互助。

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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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4:6

II. 印 尼 首 次 延 遲 開 齋 日 假 期

齋戒一個月後就是歡樂的開齋節，氣氛就像華人的農曆新年或
西方的聖誕節。人們除了互相道賀，也會在過節期間與家人共聚。在
外打工的會利用三天的公衆假期回鄉探親，大多數人還準備豐富的禮
物，發紅包及吃大餐來慶祝一番，所以經常做成交通擠塞，票價緊張
的問題。
由於印尼的疫情在三月已爆發，政府也開始嚴厲管制，例如：學校停課，禁止外國人進入，隔離
及檢驗出入境者，以及勸喻各宗教停止聚會等。今年更首次把開齋日的三天假期延後到年終，希望減少
群眾聚集而把感染人數減到最低。
正如世界各地一樣，印尼在疫情下經濟早已大受打擊。被迫停止營業的店舖本想在齋戒期間的晚
上餐飲及開齋日盡量增加銷售，以彌補過往的虧損。但現在恐怕要等到年終或疫情真正平復下來，才有
機會復甦了。

A. 基督徒持續為穆斯林禱告

III. 香港與
穆民的
守齋期

B. 在香港的穆斯林開始爭取關注

穆斯林雖然嚴守規條，但沒有

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彧與穆斯

真正得救的把握。所以有機構如香

林團體見面，了解到因「禁聚令」

港有前線差會及亞洲歸主協會—（

穆民有經濟困難，而且更憂心不能

印傭事工資源中心）作統籌，向基

一起參加齋戒。有見及此，該議員

督徒派發「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

認為伊斯蘭教徒需要有自己聚會和

天」的手冊，讓大家趁著穆民在齋

聯繫的地方，他投訴以往政府完全

戒月禁食禱告時，他們的靈性更較

沒有協助，所以他會透過民政署聯

平日開放，基督徒齊心禱告讓他

絡政府各部門，希望討論如何在抗

們與耶穌基督相遇，接受真正的拯

疫與信仰之間取得

救。 ￼

平衡，並以此定為
區議會要跟進的一
大課題。（東方日
報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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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慌下出現
的好機會
印尼教會積極行善

可以轉危為機嗎？

香港印傭事工準備就緒

在疫情下印尼教會也要停止

最近印尼總統決定使用巴淡

白田中心的印傭聚會因「禁

聚會，但部分地區及教會沒有如

島附近的加蘭島，改變該島上從

聚令」而停止聚會，但宣教士繼

香港的資訊技術人才，因而不能

前的越南難民營為集中治療疫病

續積極工作。他們會每天發信息

做網上直播，但他們沒有放棄，

的醫院。

祝福姐姐們，有需要的更會單獨

用較簡單的方法預先把講道片段

見面及禱告支持。為了未來吸引

錄影下來，再以手機傳送到不同

更多工人姐姐到中心，他們最近

的通訊群組。與此同時，有部份

還印制了咭片及宣傳掛布，也開

教會積極行善，派米糧，供應

設了不同的網絡媒體戶口，加強

午餐或小吃給貧苦大眾及失業人

溝通及推廣事工。為一旦「禁聚

仕。教會希望以持續的愛心，為

令」取消後作更大的工而準備。

主作美好見證並以實際行動使穆
斯林群體及政府對基督徒改觀。

此舉引起巴淡島居民的恐
慌，因為要一下子把全國患者送
來。但我們相信在神的恩典下可
以轉危為機，只要巴淡島眾教會
及海外信徒能齊心禱告，求神保
守一切患者與醫療人員，或許能
從此立下美好見證，並日後該醫
院更能成為巴淡島的長期醫院，
解決巴淡島長期醫療不足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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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下所有學校要停課，
我們也因此只能作有限度的預備工
現時學校有校長、宗教老師丶行政人員及

作，例如：

兩名保安外，還聘請了一名幼稚園老師、一名
助教、一名育幼班及一名 playgroup老師。除了

1. 準備教材。
2. 設計校服、
3. 定立學費標準。

幼稚園老師，原來計劃的新員工需在四月份上
4. 制定員工手冊。
班，但現推遲到六月份才開始。
5. 設計宣傳單張及短片。

A. 感恩
1. 感謝主的保守，早前學校鬧鬼事件現已平靜下來，夜更保安沒有再發覺
異樣。
2. 感謝神的恩典，在香港辦學出色享有盛譽的曾建樂校長已應允擔任我們
的名譽顧問。

B. 代禱
1. 求神保守學校所有員工身體健康。
2. 求神賜智慧給我們知道如何面對教育局長的要求。因為他建議重
新申請改變土地用途，雖然要付的費用不及買地建校貴，但是否真
的需要這樣做呢？求神顯明祂的心意。
3. 新書《容易被遺忘的人》已在Amazon、Readmoo 及Google
Play books上架，希望此書能推動信徒多關心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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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行 動 The Solar Act Organization

www.solaract.org
www.facebook.com/ruden.carrie7
如果你有感動在經濟上支持我們的事工，請把奉獻存入下
列銀行戶口：
東亞銀行：

015-147-40-4001690

支票抬頭請寫：更新教育事工有限公司
或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Ministries Limited

並寄回： 1102, Comweb Plaza, 12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本機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如需要免稅收據，
請提供收據抬頭人及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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