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

伊斯蘭教的興起
與十字軍東征



• 伊斯蘭：「順服」，「對阿拉（真主）的完全降
服」。

• 穆斯林：「完全順服阿拉的人」；全球共有十至
十八億的人口，主要分為遜尼及什葉派。

• 穆斯林相信真主將古蘭經由天使長加百列啟示給
先知穆罕默德。

• 穆斯林需要遵守「五大柱石」及「伊斯蘭律法」
（含飲食、錢財、戰爭、及社會福利的規則）。



中心信仰
• 真主:伊斯蘭教相信只有一位真主（神、阿拉）。

• 古蘭經:古蘭經共有114章，6236節。「古蘭」的意思是「背誦」。伊
斯蘭教相信古蘭經是天使加百列啟示給穆罕默德，默罕穆德再口述給
他的門徒。穆斯林相信唯有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才是完全正確的啟示。

• 天使:天使是真主的使者，不具有自由意志，完全順服真主。天使除
為真主傳信息外，也榮耀真主、記錄人的行為、並在人死之際，取去
人的靈魂。

• 穆罕默德 (c. 570 ～7/6/632) 穆斯林看穆罕默德是真主最後的一位先
知。他原為一阿拉伯商人，不識字。因傳伊斯蘭的信仰，於622年被
麥加城主逐出至麥迪納。629年打回麥加。至632年，已統治阿拉伯
半島。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就是申命記18：15所記的那位先知。

• 復活與審判: 真主已預定最後復活與審判的日子。在這最後的日子之
前，有大災難。古蘭經中列有一些必定下地獄的罪：不信真主、高利
貸及欺騙。

• 預定: 真主對所有的事情都全然預知並全然掌控。



• 伊斯蘭教區分使者（rasul，رسول）和先知（nabi，نبی）。
這兩種身分都是真主啟示的。不同的是，「使者」還帶來了
真主啟示的經典。每位「使者」都是「先知」，但並不是每
位「先知」都是「使者」。

• 阿丹（亞當）是第一位先知，而穆罕默德則是最後一位。

• 在伊斯蘭教裡，爾撒（耶穌）是先知也是使者，因為他接受
真主的「啟示」並帶來了《引支勒》（Injil)。穆斯林相信
，真主派遣了超過124,000位先知，其中有五位使者是最勞
苦功高的，他們分別是努哈（挪亞）、易卜拉欣（亞伯拉罕
）、穆薩（摩西）、爾撒（耶穌）以及穆罕默德。

• 舊約最後一卷〈瑪拉基書〉提到一位使者，大部分的注釋
家認為其指的是施洗者約翰。

• 你們出去看甚麼呢？看先知嗎？是的，可是我告訴你們，他比先知還大
。他就是聖經上所提到的那一位。上帝說：『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作你的前驅；他要為你開路。』 —太11:9-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8%98%AD%E6%95%99%E4%B8%AD%E7%9A%84%E4%BA%9E%E7%9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6%95%99%E4%B8%AD%E7%9A%84%E8%80%B6%E7%A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ahi&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5%E6%94%AF%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24,00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A%E5%93%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3%E5%8D%9C%E6%8B%89%E6%AC%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C%AF%E6%8B%89%E7%BD%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8%9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E%E6%92%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7%BD%95%E9%BB%98%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AA%E6%8B%89%E5%9F%BA%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B4%97%E8%80%85%E7%B4%84%E7%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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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啟示的經典。每位「使者」都是「先知」，但並不是每
位「先知」都是「使者」。

• 阿丹（亞當）是第一位先知，而穆罕默德則是最後一位。

• 在伊斯蘭教裡，爾撒（耶穌）是先知也是使者，因為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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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責任: 五大柱石

念功
Shahada

（faith）

"'ašhadu 'al-lā ilāha illā-llāhu wa 'ašhadu 'anna
muħammadan rasūlu-llāh"(There is no god worthy of 

worship except God and Muhammad is His messenger, 

除真主以外沒有可敬拜的神，默罕穆德是他的使者）

拜功 Salah

（prayer）

穆斯林每天需向麥加方向祈禱五次

課功 Zakat 

(purification)

所有財物都屬真主。當奉獻一部份給需要的

人，如此可以潔淨穆斯林的財物

齋功 Sawm

（Fast）

每年齋戒月由日出至日落，穆斯林需齋戒，

不得進食、飲水及性行為

朝功 Hajj

(Pilgrimage)

如健康與財務許可，穆斯林一生需往麥加朝聖
至少一次



伊斯蘭教發展史

中國史書稱倭馬亞
王朝為白衣大食，

阿巴斯王朝為黑衣
大食。



• 在16億穆斯林當中，什葉派大約

有10%到15%。主要分佈在伊朗，

南伊拉克及南黎巴嫩。

• 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裂在穆罕

默德632年死後不久就發生。

問題的癥結是誰有權繼承先知的地位？

• 大多數跟隨穆罕默德的信徒認為應該由穆斯林全體來決定。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認為應該由穆罕默德的家庭來繼承。
他們支持穆罕默德女兒法蒂瑪（Fatimah)的丈夫阿里。

遜尼派與什葉派



• 多數派（遜尼派）選出艾布伯克爾（Abu Bakr）為第一任
哈里發（Caliph）。但接下來的兩任哈里發都被刺殺。

• 阿里後來接任為第四任哈里發。（什葉派認為是第一任）
。穆斯林爆發內戰。阿里在伊拉克陣亡。從此，穆斯林分
為兩派。

• 阿里的兒子胡笙帶領什葉派與強大的遜尼派軍隊作戰。最
後他與72位戰士全軍覆沒。胡笙的頭顱被砍下，帶到大馬
士革獻給遜尼派的哈里發。屍體被遺棄於戰場。

• 胡笙的陣亡卻帶給什葉派的精神力量。團結了這些少數派
，堅持分裂迄今。



塞爾柱突厥人（Seljuq Turks）興起

• 塞爾柱突厥從中亞往西南方向發展，佔領波斯，阿拉
伯，巴勒斯坦及現今土耳其的東半部。他們接受伊斯
蘭遜尼派的信仰。

• 原來在聖地一帶的什葉派穆斯林國法提米退到北非洲。

• 在11世紀末期，
對東羅馬帝國

造成威脅。



十字軍東征（1095-1272）

• 教皇貴格利七世﹕援救東方運
動（1074）

• 1095年，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
發動十字軍東征，目的之一就
是為了幫助拜占庭帝國阻止塞
爾柱突厥人的西進。

• 教皇烏爾班二世特准參與十字
軍東征者,可獲極大功德,免於
煉獄之苦.







次數 年代 大事記

１ 1095-

99
1100 法國人 Baldwin 自封為耶路撒冷王.

1104 穆斯林在哈蘭擊敗十字軍，阻止十字軍續
往東進的攻勢
1109 在圍城2000天後，攻進特利波立 Tripoli 

1110 攻破貝魯特
1112 推羅成功阻擋十字軍的進攻
1119 阿勒波城主易加之Ilghazi 大敗十字軍於薩
瑪薩Sarmada

1124 十字軍攻克推羅.完成佔領海岸城市
1128 突厥人臧宜Zangi 成為阿勒波城主
1135 臧宜攻大馬色，未獲
1137 臧宜擒獲耶路撒冷王富爾克Fulk, 旋釋放之
1140 耶路撒冷與大馬色聯軍戰臧宜



次數 年代 大事記

２ 1144-

55
1144 臧宜取艾德撒，滅法蘭克東方四國之一
1146 臧宜被刺.其子怒爾阿定Nur ad-Din Zangi

繼位
1147 第二次十字軍試圖攻佔大馬色，未獲
1154 怒爾阿定攻佔大馬色，統一伊斯蘭敘利亞
1163-69 怒爾阿定攻埃及
1171 怒爾阿定堂弟撒拉丁Saladin推翻法提米回
教王，成為埃及統治者
1174 怒爾阿定逝世，薩拉丁進駐大馬色
1183 薩拉丁攻佔阿勒波，埃及、敘利亞統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r_ad-Din_Zangi


次數 年代 大事記

３ 1187-

92
1187達拉丁打敗十字軍於加利利海邊之西亭 ，
攻佔耶路撒冷及十字軍所佔之大部分地區。十
字軍至此僅餘推羅、特利波立及安提阿三城
1190-92 在英國獅心王理察加入戰事之下，十
字軍奪回數城，但未收復耶路撒冷,包括居比路
及艾克城Acre. 十字軍與拜佔庭關係惡化
1193 薩拉丁在大馬色逝世,年55. 數年內戰後,其
帝國由其弟阿迪爾統一.

４
＆
５

1195-

1201
1204 十字軍攻佔君斯坦丁堡,擄掠該城



次數 年代 大事記

1212 兒童十字軍

６ 1218-

21
十字軍攻埃及,佔領達米耶
塔,但再開鑼之前被阿迪爾
之子, 卡米爾蘇丹擊退

７ & 

８
1227-

20

1245-

47

1229 卡米爾將耶路撒冷獻
給德國皇帝弗來德烈克二
世,造成阿拉伯世界級大羞
恥感
1244 十字軍最後一次失去
耶路撒冷



• 1248-50 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攻埃及失敗,被擄. 

• 1258成吉思汗之孫蒙古可汗旭烈兀 Hulegu (蒙古在波斯
的統治者,曾創建伊兒汗王朝。 旭烈兀為長兄蒙哥汗派他
到伊斯蘭地區擴大蒙古的勢力)攻佔巴格達

• 1260 蒙古軍在攻佔阿勒波與大馬色後,戰敗於巴勒斯坦. 
突厥人建立馬母魯克王朝

• 1270 路易九世陣亡於突尼斯

• 1289 馬母魯克蘇丹卡拉溫取特利波力

• 1291 蘇丹卡利爾Khalil, (卡拉溫之子)攻佔艾克城,十字軍
所佔之地,至此完全喪失



年代 人事

1054 東西方教會分裂

1095 – ca.1270 十字軍八次東征

1093-1097 安瑟倫（1033-1109）任坎特伯利大主教

1224-1274 阿奎那

1237 蒙古人侵俄

1271 馬可波羅東逰

1329-1384 威克里夫

1337-1453 英法百年戰爭/聖女貞德殉道（1431）

1347 歐洲黑死病流行

1371-1415 約翰胡司

1453 突厥陷君士坦丁堡

1453-1486 英國玫瑰戰爭

1492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0/31/1517 馬丁路德張貼95條與威登堡教堂



討論問題

• 申命記18：15 所記的那位先知是默罕默德
嗎？如果不是，那會是誰？

請申述你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