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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言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先生 

                                                                                        愿主保佑他 

为表彰他面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功勋。 

为表彰他对宗教话语更新的远见卓识。 

为感谢他支持中庸思想，而奠定全人类和平共处的基础。 

为所有这一切，我们很高兴能奉献这本书。这本书是宗教事务部

纠正误解并研究现代发展事情和问题过程的一部分，而它在这个方面

上所使用的是注意到现实，并从对伊斯兰教宽容性及其高尚人类文明

的深刻了解中出现的远见。 

 

 

                                                                      审核者与作者们 



总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愿主福安最后先知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拉及其家人、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直到复活日。 

敬启， 

 

由于我们需要更新宗教话语，仔细地研究发展事情和现代问题，

突出我们正教的文明宽容面貌，并需要在学者们和专家们之手以智慧

和勇气面对难点问题。 

 

由于我们需要奠定不受歧视的现代公民权的基础，并打好人与人

之间的不受宗教、肤色、种族、性别或语言的歧视的人类共同生活教

法的根基。 

 

出于安拉（全能）所说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

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256 节﹞。而我们相信多样性和差异

性是安拉的宇宙规律之一，真主（全能）说：“﹝118﹞假若你的主意

欲，他必使众人变成一个民族。他们将继续分歧，﹝119﹞但你的主所

怜悯的人除外。他为这件事而创造他们。”﹝呼德-118、119 节﹞ 

 

由于我们需要走出狭隘的智力地平线，到达伊斯兰教的宽敞及其

尊重他人的地平线，并出于自己的公正而热衷于强调他人的权利，以



便打好相互尊重的根基，反驳极端主义思想，并对整个世界强调伊斯

兰教的宽容，证明所试图抹黑它的各种企图都是跟其宽容无关的。 

 

因此，出版“伊斯兰教保护教堂”这本书是有必要的。这本书被

一组优秀的、开明的学者们和专家们准备而编写了，最后被埃及穆夫

提绍吉·阿拉姆教授和我审核，而这是在解决大量的现代问题的背景

下进行的，在由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发出的发展事情和改正误解的

一系列百科全书中连续地出版。愿主接受我们的善行，并援助我们。

只有真主能做到这一点。 

 

                                 真主负责指示正道的责任 

 

 

                           穆罕默德·穆赫塔尔·主麻  教授 

                                      宗教事务部长 

                                    伊斯兰研究院成员 

                                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主席 



前言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愿主福安最后先知穆罕默德·本·阿卜杜

拉及其家人、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 

敬启， 

 

伊斯兰教的使命出于一个整个教法围绕的最高价值观，就是怜悯

万物。而这是安拉（全能）在《古兰经》中所说的，总结先知的使命

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众先知（安比雅）-107

节﹞怜悯是在伊斯兰话语中的信仰、教法和道德上现行的最高价值

观。 

 

因此，伊斯兰教在任何时间、地点、人物和情况都有效性，也是

很好的畅通，以适应各种文化、文明及应对不同的宗教，同时保留伊

斯兰认同，并尊重其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伊斯兰教是比所有学派更

扩大的，也是安拉赐给万物的怜悯。 

 

《古兰经》针对所有的人，由于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加强他们之

间以正义和敬畏为基础的和解与合作的机会，安拉（全能）使用人类

共同起源和血亲来提到所有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说：“众人

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

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



主——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当尊重血

亲。真主确是监视你们的。”﹝妇女（尼萨仪）-1 节﹞ 

 

安拉清晰地要求属于不同种族、文化和血亲的人都要保持他们之

间的和解、相识与和平共处，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

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

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

知的。”﹝寝室（侯主拉特）-13 节﹞ 

 

伊斯兰教法保护每个人的人性和尊严，而其目标都围绕着保持人

与人之间非歧视的权利。它按照所呼吁保持人权并维护人类的尊严而

与正常本能充满和谐的原则保持每个人的生命、血液、钱财、心灵、

荣誉和尊严，其中包括信仰自由权，按照每个人所挑选的宗教，但应

该负责自己的选择。安拉（全能）在《古兰经》中强调对于宗教绝无

强迫，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

（百格勒）-256 节﹞ 

 

因此，保护神圣宗教的教徒及其宗教场所是伊斯兰建设的目标之

一。安拉（全能）说：“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

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

物——必定被人破坏了。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真主必定扶助他。真

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朝觐（哈只）-40 节﹞。人与人之间

的宗教和种族差异提供完成建设世界的相当大的范围。 

 



穆斯林从使命的第一时代以来，在许多不同的文明中生活了延长

时间。先知传中提供四个与不同系统共存的模式，其中第一个不同的

系统仇视穆斯林，当时，穆斯林挣扎并赢得其信仰自由权。后来，他

们搬住在外观正常的环境，当他们迁移到埃塞俄比亚，在与他们信仰

不同的社会中积极地融合而生活，参与其社会的发展，并宽容与他们

发生冲突崇拜的方法。后来，他们迁移到麦地那，他们捍卫不同宗教

的教徒，而在这个方面有许多证明和例子。甚至先知（愿主福安之）

在代表团年时，允许了奈季兰基督代表团成员在他的清真寺里祈祷。 

 

这里的清真寺是安拉的寺院，是特意赐给穆斯林专用的，更不用

说他们的教堂，穆斯林允许他们随意在那里进行崇拜和仪式，因此，

保护它及他们的权利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任务。 

 

哈里发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做得好，当他拒绝抢

走耶路撒冷基督徒的教堂，并保护它，跟他们执行后来所称为奥马尔

条约。而穆斯林从最早的时代在其整个光明的历史、洁净的文明和高

尚又宽容的道德中执行该条约。甚至埃及大两学者——教学家伊玛目

莱西·本·萨阿德和埃及法官伊玛目阿卜杜拉·本·卢海阿都证实

了，埃及教堂都在伊斯兰教时代被建立了，而在哈龙拉希德统治时

期，埃及州长穆萨·本·伊萨下令重建前任州长所破坏的教堂，并使

其当成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当时，这两位学者绝对是埃及最有知识的

学者。（参见：贾纳迪的《州长和法官》，耶稣会神父出版社，贝鲁

特，1908 年，第 132 页）。 

 



因此，由埃及宗教事务部出版的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它体现伊

斯兰教的灿烂面貌，并证明它对于其反对者，特别是对于信奉天经的

人，还是充满宽容和高尚的道德。它允许他们在其教堂里实践自己的

宗教仪式，保证其宗教场所的安全，并给它们提供特别的关注，所有

它禁止对它们进行任何攻击形式。 

 

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在其整个光明的历史、洁净的文明和高尚又

宽容的道德中都遵循这个原则。所以，他们进入人民的国家之前，成

功进入他们的心中。 

 

 

                                   绍吉·安拉姆  教授 

                                        埃及穆夫提 



保护教堂表明伊斯兰教的宽容 

穆罕默德·萨利姆·阿布·阿西  教授（1）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论代表研究课题的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当任何教法为政治目标而利用宗教的时候，人类就

会遭到严重的后果，而他们和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同样

的影响。 

 

古往今来，历史表明源于某些教派利用宗教来实现一些政治目标

而导致人类生活中的悲惨经历。 

 

第二个事实：在我们真正伊斯兰教法的原则中，人有完全自由信

仰自己想信仰的宗教、其经典及其使者，每个人都将在主（绝无伙

伴）那里受到清算。只有穆斯林应当信仰安拉及其众天使、一切经典

和众使者，并对于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安拉（全能）所说的：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

256 节﹞是最大的证据。 

 

该经文作为统治法律的力量，意思是，以确保持续具有安全、稳

定和均衡并没有紧张、担心、乱动、恐慌、恐惧和害怕的生活，就不

要强迫人们信仰某种思想或宗教。 

                                                 
（1）穆罕默德·萨利姆·阿布·阿西教授，爱资哈尔大学教授，萨达特城的伊斯兰和阿拉伯研究

女生学院院长。 



在尤努斯章中，安拉（全能）对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

“如果你的主意欲，大地上所有的人，必定都信道了。难道你要强迫

众人都做信士吗？”﹝尤努斯-99 节﹞ 

 

这足以让我们思考一下，寄托着信仰意志是力量与命运之主，经

文的意义是不要强迫任何人信仰任何宗教，因为这违反注定人们信仰

该有差异的天意，安拉（全能）说：“假若你的主意欲，他必使众人

变成一个民族。他们将继续分歧。”﹝呼德-118 节﹞。说明强迫某些

人信仰某种宗教违反拉赫曼的天意有。 

 

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则是，在其保护伞下生活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

人民有权利保持自己的信仰、传统、遗产和仪式。国家必须承诺保护

那些人民的所有一切。 

 

易德萌·李巴特博士在其对伊斯兰国教的宽容讲话中说：“服从

伊斯兰教统治的人民有权利维护自己的信仰、传统和生活遗产，当时

作为普遍原则制定强迫国民信仰他们国王的宗教。”（1）。 

 

这个事实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中被批准的，并体现在哈里发及

其后来的统治者的生活中。 

 

第三个事实：《古兰经》批准我们基于怜悯和公正跟信奉天经的

人相处。安拉（全能）说：“﹝8﹞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

                                                 
（1）《晨报》，第 31 出本，1981 年 3 月 20 日。  



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

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9﹞他只禁止你们结交曾为你们

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曾协助别人驱逐你

们的人。谁与他们结交，谁是不义者。”﹝受考验的妇女（慕姆太哈

奈）-8、9 节﹞ 

 

该两节经文把宗教犯人分成两队：第一队，未曾为伊斯兰教而对

穆斯林作战，也未曾把他们从故乡驱逐出境，他们值得被怜悯地、公

正地待遇，而这是基督徒在埃及的状况。 

 

第二队，对穆斯林采取敌意和违抗的状态，对他们作战，把他们

从故乡驱逐出境，或协助别人驱逐他们。真主禁止结交他们，如麦加

的以物配主的人，本经文的意义是，不禁止怜悯或公平待遇第一队。 

 

此外，祖国的敌人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扔想分裂祖国“埃及”，

在其人们之间广播冲突的原因，并通过多种方式，也许其中最危险的

是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名义在同一个祖国人民之间广播分裂与不和

谐的因素，而当敌人成功地拆解我们阿拉伯社会的综合文明织物的时

候，祸害会降于穆斯林和基督徒。 

 

此后，通过上述的事实我们证明，宗教不应该为党派政治目标被

利用；对于宗教绝无强迫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则之一；在伊斯兰教保

护伞下生活的人民有权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仪式，而国家必须致



力于保护这一切；穆斯林和地上的人民之间的共存桥梁是一个崇高的

目标。 

 

如果我们理解这些原则，更可能在“保护教堂”这个问题上引导

我们上正道。 

 

探讨所证明保护教堂是一种宗教义务，并在教法中进攻曾被批准

保护的是犯罪的教法证据之前，我想说： 

 

所有伊斯兰教穆夫提提供的关于伊斯兰民族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教

令与教法裁决的目标是，形成沟通和协调机制，以实现所发出的教令

与裁决之间的协调与和谐。但人们在重大问题上所遇到的相反或矛盾

的裁决与教令，将引发该国的动荡因素。 

 

我们认为，一些非专家侵略非穆斯林礼拜场所的原因如下： 

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教法成熟，或者缺乏在伊斯兰教法中有关信

奉天经的人规定的教法才能，特别是极端主义组织。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结合对待信奉天经的人规定，并说明穆夫提

工作和引用规定者工作之间的差异的最好方式，而不知道被一致认可

的立法规定和有争议的立法规定之间的差异，也不知道传达条件和受

伊斯兰教政治制度的条件之间的差异。伊斯兰教法学的非专家发出关

于信奉天经的人的教令都缺乏这一切的原则。 

 



第三个原因是：不遵守状况、时间、人们、条件、生活必需品和

新的信息，而教法规定却与其原因的存在或不存在旋转。 

 

现在，我能提出下列证据，来代表教堂保护问题的概述： 

第一，安拉（全能）在《古兰经》中说：“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

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

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朝觐（哈只）-40

节﹞ 

 

会说阿拉伯语的人都知道，真主（全能）提到拆除修道院、礼拜

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它们之间有并列关系的连词，使它们都享有

同样的权力，而由于真主（全能）禁止侵略清真寺，或不让人们在清

真寺里进行仪式，所以拆除礼拜堂、教堂和犹太会堂也是被禁忌的。 

 

“许多修道院……必定被人破坏了。”﹝朝觐（哈只）-40 节﹞的

意思是，这些修道院可能在先知（愿主福安之）时代早被拆毁了，因

为其中毕竟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就不像偶像崇拜。 

 

我们会更喜爱自己的遗产，当我们读到伊玛目拉齐解释安拉（全

能）所说的：“……清真寺——其中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

时，引用卡尔比和穆卡特勒的话说：指的是所有的礼拜场所，包括修



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因为在这些地方里经常提到安拉

之名（1）。 

 

在圣训中，先知（愿主福安之）跟奈季兰人民和解了，并给他们

写了一封书信，说：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给奈季

兰人民写的书信，因为他正在统治他们，……奈季兰及其家属享有安

拉及其使者的盟约，要保护他们的家园、财产、宗教、家人、礼拜

堂、修道士、主教、出席者和缺席者，而完全不能换其中任何主教或

修道士，也不能将他们召集参与圣战，或施舍其财产。”（2）。 

 

在奥马尔·本·哈塔卜的统治时代，给伊丽雅（耶路撒冷）人民

写了一封书信，以保证他们享有宗教自由，并强调他们寺庙和仪式被

禁忌的，说：“这是安拉的仆人信士们的长官奥马尔给伊丽雅人民的

盟约，保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十字架及其他仪式，不居

住在他们的教堂，也不被摧毁，或抢走其空间中一部分，也不抢走其

十字架，或他们的财产，也不要被强迫换自己的宗教，也不要偏见他

们，而不要让他们在伊丽雅跟犹太人住在一起。”（3）。 

 

当奥马尔回应伊丽雅人民的愿望进入耶路撒冷，并写这封和解书

信的时候，他用了自己的长袍清除在圆顶上堆积的灰尘和污垢，当

                                                 
（1） 伊玛目拉齐，《古兰全释》，40、41/23. 

（2）参见：艾布·欧拜德，《财产》，244/1.   

（3）参见：《塔巴里的历史》，609/3.   



时，在其周围的穆斯林争先来替他清除。然后，他转走到罗马人使得

犹太人堆积垃圾的复活教堂的地方上，亲手继续清除所有的垃圾，而

在其周围的人也争先来替他处理（1）。 

 

奥马尔（愿主喜悦之）的盟约和工作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法与

规定，以建起伊斯兰教和信奉天经的人之间的怜悯与公正的桥梁。 

 

这些桥梁的延伸是伊斯兰教教法的崇高目标，所以教法的规定都

支持它，正如允许穆斯林祝贺其周围获得恩典的任何熟人、邻居或亲

属，而这怜悯不会受到宗教不同的影响。 

 

又如，允许穆斯林慰问其失去了自己亲人的非穆斯林邻居或朋

友，并允许穆斯林去看望非穆斯林的病人。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去看望犹太男孩在《布哈里与穆斯林

圣训》中是已知的、固定的例子。 

 

穆斯林与信奉天经的人的共存中这种和谐力量，是真主教法的规

定。 

 

第二，禁止借口是伊斯兰教法原则之一，是来源于安拉（全能）

的《古兰经》的原则之一，是使用教法的、道德的方式来协调人道利

益的步骤。 

                                                 
（1）参见：《开头和结尾》，56/7.   



 

这个原则的基础是，禁止有权者不当地利用其权利，避免有权者

利用其权利以得到自己的利益而侵略他人的权利。它是正确的法律和

道德的原则，各项成文法都批准它，公民社会也采取它来协调自己，

人们将它称为滥用权利（1）。 

 

《古兰经》是所发出这个宽容教法原则的灯台，正如安拉的经典

中的许多经文，如安拉（全能）所说的：“你们不要辱骂他们舍真主

而祈祷的﹝偶像﹞，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知而辱骂真主。”﹝牲畜

（艾奈阿姆）-108 节﹞ 

 

侵略教堂并侵犯其禁忌是基督徒攻击穆斯林及其清真寺的借口，

而这种行为应该被禁止。 

 

第三，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之）征服了许多国家，并没有拆毁任

何教堂。因此，圣门弟子及其后来的学者和伊斯兰教的法律学家都批

准基督徒建筑并保护其教堂表示禁止拆毁它。 

 

第四，按照教法政策的原则，当权者必须命令保护教堂，禁止侵

犯它。这个教法政治原则必须基于照顾教法目标和人们利益，并均衡

利益之间的差异、弊端之间的差异，而如果利弊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均

衡它们。 

                                                 
（1）参见：穆罕默德·赛义德·拉马丹·布提教授，《更新伊斯兰教法学的四大根据问题》，第

280 页.   



 

第五，自从伊斯兰开拓时代，通过协商一致批准非穆斯林在被调

解征服的国家保护其教堂。伊本·古达麦说：“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

协商一致，所以它在穆斯林国家存在而不能被否认。”（1）。 

 

“解调”这个词包括以前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所发生的公约

与协议，还包括目前在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盟约、协议和宪法，都是

必须遵守的协议。 

 

根据上述的明文的、含蓄的、必须的和合理的证据都证明伊斯兰

教已经确保每个人选择信仰的权利，并禁止强迫任何人信仰伊斯兰

教，还经常强调保护在穆斯林国家内的信奉天经人礼拜场所的必要

性，并禁止侵犯教堂里所被发现的一切，而奥马尔给他们写的书信：

“你们的生命、财富和教堂都是安全的，你们的教堂不会被居住或摧

毁”是最好的见证。在《伊本·阿比·谢巴著作》中奥马尔·本·阿

卜杜勒·阿齐兹（愿主喜悦之）“给他的工人写了书信说不拆除犹太

会堂、教堂或拜火堂。”（2）。 

 

现在你看到的证据已相结合，都证明不能侵犯他们的教堂和其他

宗教场所。《古兰经》中的经文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及其圣门弟子与崇高的哈里发所给予信奉天经人的安全盟约，这

一切都表明，伊斯兰教保留信奉天经人的生命和、仪式和教堂。经过

                                                 
（1）《愿足》，284/9.   

（2）《伊本·阿比·谢巴著作》 ，467/6.  



漫长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历史满有许多证据，有的表现伊斯兰教在

与各种宗教交往中的宽容、崇高文明和公正的证据，尤其跟信仰天经

的人。 



伊斯兰教保护教堂 

阿卜杜拉·纳贾尔  教授（1）
 

 

保护教堂是基于一些非常重要的伊斯兰教原则的伊斯兰要求，如

下： 

第一，保护宗教。宗教是安拉降示我们父亲阿丹及其后来所有的

先知，直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启示总结。而这个总结代

表宗教的现实。 

 

每一个先知所给其宗族带来的启示都是教法，正如易卜拉欣、穆

萨、耶稣和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教法。 

 

由于降示众先知的所有教法的原则都是一致的，是信仰安拉及其

众天使、一切经典、众使者和末日。它们都还保护人道利益，安拉为

保护这些利益而将宗教降示众先知和使者（愿主福安之）。这些利益

是宗教、生命、心灵、荣誉和财产，因为这它们代表着任何一代人不

可缺少的生活五个必需品的利益，而所有神圣法律都保护它们，没有

例外。 

 

因此，这些利益获得所有教法的一致。这些教法都维护人道价值

观和高尚的道德，如慷慨、诚实、真诚等其他崇高道德，并禁止这些

道德的相反的，如背叛、贪婪和背信弃义之类的品德。所以，这些宗

                                                 
（1）阿卜杜拉·纳贾尔教授，爱资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伊斯兰研究学院的成员。 



教价值观都获得所有教法的一致，命令保护它们，并禁止忽视或侮辱

它们。 

 

如果宗教价值观和道德原则都是天上的宗教之间的共同点，也是

宗教的正直支柱，那么，宗教的保护应该扩大到包括任何神圣律法的

一切宗教价值观，而这要求保护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 

 

第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必需记念真主之名，即使他不信仰任

何宗教。科尔多比解释安拉（全能）说的话：“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

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

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朝觐（哈只）-40

节﹞时说： 

 

安拉（全能）提到以前宗教的礼拜场所，就这是修道士的修道

院、基督徒的教堂、犹太人的犹太会堂和穆斯林的清真寺，因为那些

礼拜场所是属于信奉天经的人，其中有必须被保护的（1）。 

 

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早期宗教的礼拜场所，而不允许被拆毁。 

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记念真主之名，那么，能帮我们记念真主之

名的，并连接到所期望的也算是个要求。 

 

                                                 
（1）科尔多比，《古兰经法律全集》，第 2 册，第 72 页.  



第三，安拉（全能）禁止强迫人们信仰他，并批准信仰他必须是

通过自由、选择和信服。安拉（全能）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

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256 节﹞ 

 

安拉赐给其仆人信仰他的选择权，所以不能用相反的行为来对待

他们，不能为惩罚他们而让别人拆除他们的礼拜场所。即使有些人已

经这样做，那就是违反安拉及其使者所批准的规则，并任意解释安拉

的话，要求人们做他们的真主和创造者不要求他们做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拆除并侵犯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是违反安拉及

其宗教，是强迫信仰宗教的被禁止的行为，也是与他结束，也是安拉

创造人类目标的相反。安拉使得每个人选择信不信仰他，并承担自己

信仰的后果。在《古兰经》中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安拉（全能）说：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

256 节﹞。这节经文是包含警戒的陈述句，意思是，不要强迫任何人信

仰真主的宗教，谁不顾手段而这样做，包括拆除教堂，那就等于做被

禁止的伊斯兰教禁忌，所以不允许这样做。 

 

第四，非穆斯林保护其教堂的权利基于穆斯林履行与他们之间的

公约。古代的教法学家在通过跟人民解调而被征服的开拓国家表明这

个意义，其中包括埃及，其土地接受了伊斯兰征服，并与它合作。因



此，必须保护这些国家的礼拜场所，并禁止侵犯它们，而它的人民有

权利重建其中被拆除的礼拜场所（1）。 

 

教法学家所指的解调，并使其为礼拜场所的禁忌性而禁止侵犯它

的基础，在现代已经发展了，并成为具有宪法原则的形式。这些宪法

原则批准同一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平等，并禁止基于宗教或其他任何理

由，如种族、肤色或语言等其他能够变成伊斯兰社会中的歧视理由而

歧视他们。这件事情已成为代表同一国家人民之间的公民内融合的基

础之一，并强调他们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而不是为罪恶和横暴而互

助。 

 

如果宪法原则都表示同一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议，而不理超出人类

的起源意见分歧，那么，必须履行这项协议，以遵守安拉（全能）

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筵席（马以代）-1

节﹞。所以不能拆除或抢走非穆斯林的教堂。 

 

第五，教堂建筑的政策受国家共同利益的影响，而当事者根据远

离宗教迫害的客观考虑决定这个利益，并估计其重要性。如果发现基

督徒的人数增加，并需要建筑新的教堂，他就允许建筑它。如果他认

为没有必要的话，他就要决定能实现民族的共同利益，但不要妨碍任

何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先知（愿主福安之）及其哈里发给非穆斯林留

下了他们所需要的教堂（2）。 

                                                 
（1）伊本· 卡伊姆，《被保护人的法律》，第 121~130 至 135 页.  

（2）伊本· 卡伊姆，《被保护人的法律》，第 129 页. 



 

伊本·卡伊姆说：演讲的敬启可说：伊玛目在这种情况下要做最

有利于穆斯林的事情，根据基督徒的人数。如果他们人数较少，就给

他们留下足够的教堂，如果他们人数较多，就能为他们建筑他们所需

要的教堂（1）。 

 

第六，各种教法证据都证明不允许拆除教堂，其中源于安拉的

《古兰经》、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圣训》和他的圣门弟子的遗

训。 

 

（1）《古兰经》中的证据： 

安拉（全能）说：“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

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

物——必定被人破坏了。”﹝朝觐（哈只）-40 节﹞ 

 

该节经文中的证据所需要的是：安拉（全能）说他已经禁止其仆

人侵犯信奉天经人的礼拜场所，所以创建阻止损害或侵犯这些礼拜场

所，没有他们的话，其标志性建筑的古迹都会消失（2）。而这个陈述句

包含要求的意义，指示阻止损害这些礼拜场所是应该的，并禁止颠覆

它们。 

 

（2）《圣训》中的证据： 

                                                 
（1）伊本· 卡伊姆，《被保护人的法律》，第 131 页.   

（2）科尔多比，《古兰经法律全集》，第 2 册，第 70 页. 



欧尔沃·本·祖拜勒（愿主喜悦之）叙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

安之）给也门人民写了一封书信说：“谁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不会被

背离自己的宗教。”（1）。 

 

这个圣训的意义是： 

先知（愿主福安之）禁止使非穆斯林背离自己的宗教。这种背离

行为指的是通过拆除教堂而阻止人们做自己信仰宗教的仪式，所以圣

训不允许这个行为。 

 

（3）圣门弟子的遗训中的证据： 

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跟霍姆斯人民缔约以确保他

们生命、财产、城墙和教堂的盟约。而在他给耶路撒冷人民的盟约中

保证了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和十字架，不居住在他们的教

堂，也不被摧毁，或抢走其空间中一部分，也不抢走其十字架，或他

们的财产，不要被强迫换自己的宗教，也不要偏见他们中任何人（2）。 

 

阿姆鲁·伊本·奥斯（愿主喜悦之）在给埃及人民写的承诺中

说：“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是阿姆鲁·伊本·奥斯给埃及人民

的盟约，保证保护他们的生命、宗教、财产、教堂、十字架、陆路和

海路，并不抢走其中任何事物，或侵犯它们。这个盟约在安拉的《古

兰经》、使者、哈里发和众信士的保护下。”（3）。 

 

                                                 
（1）艾布·欧拜德，《财产》，第 35 页.   

（2） 拜拉祖里，《征服国家》，第 131 页/ 艾布·优素福，《田税》，第 148 页.  

（3） 《闪耀星星》，第 1 册，第 24 页.   



第七，违反这些明确证据和固定原则的文本都包含两队之间肆虐

的武装冲突，而这种冲突已过期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已

被禁止双方互相侵略的国际条约控制的，并强调人人都享有在国内外

的平等生活的权利。此外，自古以来，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具有仁爱、和平与合作，以实现祖国的繁荣与保

护。 

 

据了解，伊智提哈德判断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的变化而变

的，既然如此，这些判断已经没有理由，而保护教堂已成为无可争辩

的事实。“伊斯兰国”追随者等其他以安拉的经文为笑柄并利用其宗

教规则来满足自己的恶劣目标的人所发出的那些杂散法特瓦，都是不

正常的思想，跟宗教的本质没什么关系，并不属于其正常规定或正直

理解。所以不能依赖于他们所相信的拆除教堂必要性，因为这种想法

完全不正确的，并违反宗教及其证据。因此，保护非穆斯林的教堂不

被拆除或破坏的必要性，是与正常的教法证据和规定一致的。 



伊斯兰教保护教堂 

穆罕默德·贾巴利  教授（1） 

 

伊斯兰教宽容地对待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尊重他们信仰的宗教，

并确保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信仰。伊斯兰教没有强迫任何人背

离自己的宗教，并没有强迫他信奉某一特定的信仰。安拉（全能）

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而信

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

知的。”﹝黄牛（百格勒）-256 节﹞ 

 

这是学者家所认为的。伊本·凯西尔解释这节经文说：“即你们

不要强迫任何人加入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是明确的，其证据和依

据是清楚的，伊斯兰教不需要被迫者加入它。如果安拉引导一个人，

使之心胸开阔，慧眼识珠，他必会明明白白地加入伊斯兰教。”（2）。 

 

伊斯兰教允许非穆斯林做自己信仰的仪式，并不拆除其礼拜堂或

教堂，也不打破其十字架，而这都是按照被保护的人权利的一般规

则：“他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

仰”。这些规则被教法学家们批准，还得到一些祖先遗训的支持它，

其中包括： 

 

                                                 
（1）穆罕默德·贾巴利教授，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法学和法律学院的法学名誉教授。 

（2）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第 1 册，第 310 页.  



（1）奥马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书信：“不要被批准保护

的拆除礼拜堂、教堂或拜火堂。”（1）。 

（2）尔塔伊被问能不能拆除教堂？他回答说：不能（2）。 

 

因此： 

根据使祖国各地的穆斯林与其他宗教教徒集合在一起的公民原

则，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享有在其圣殿和教堂里做宗教

仪式的权利，并保证他们及其礼拜堂不受损害，甚至只要当事者允

许，他们就可以建筑所需要的教堂，正如穆斯林所征服的国家，而其

当事者允许他们建筑教堂，所以众教法学家都批准非穆斯林一得到当

事者的允许，就建筑所需要的教堂。而这是根据基于保护教法目标和

人们利益的教法政策。 

 

如果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就让他们做自己的信仰仪式，如敲响

圣殿里的铜钟，一起朗读圣经（《旧约》和《新约》），而这些活动

只要他们有礼拜场所才能发生的，所以再没有理由拆除它们（3）。 

 

如果教法学家认为，他们可以做自己认为是被允许的事情，那

么，不能批准拆除其礼拜场所，不禁止他们做仪式就不要拆除其礼拜

场所，允许拆除它们是不符合伊斯兰教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不拆除他

们的礼拜堂或教堂。这是崇高先知的做法，而圣门弟子及其后来的当

事者言行遵守之。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在其最后日

                                                 
（1）伊本·阿比·谢巴在《圣战书》中传述的.  

（2）伊本·阿比·谢巴在《圣战书》中传述的. 

（3）卡萨尼，《善行的创造者》，第 5 册，第 4336 页/ 《指导》，第 2 册，第 162 页.   



子，训令穆斯林善待被保护的人，说：“我训令后来的哈里发善待被

保护的人，要履行他们的公约，而为他们的利益战斗，而不要使他们

负担自己所不能胜任的”。他还在统治时，一直训令其工人善待被保

护的人，并从代表团打听他们的消息，以保证善待他们（1）。 

 

另外，我们不要忘穆斯林对所征服国家人民的待遇。这种基于正

义和平等并禁止对他们的任何攻击的待遇。这反映在阿姆鲁·本·阿

斯（愿主喜悦之）对埃及科普特人的立场。他解除了他们的迫害和虐

待，并只依他们的能力而加以责成，直到取胜其喜爱，而他们服从了

他，并热爱他的统治。 

 

其实，穆斯林是非常关注埃及的基督徒，因为先知（愿主福安

之）训令善待他们，说：“如果你们征服埃及，你们善待那里的居

民，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和血亲。”（2）。 

 

何况，他们在居住的国家里享受了合法的身份，凭借在一个锅里

集合穆斯林与其他人的公民原则，而这个锅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差异融化的地方。 

 

如果这是使者（愿主福安之）对非穆斯林的立场，那我们该怎么

相信所使民族团结分离，并下令拆除或侵犯教堂的人的言论？而此

时，教法学家不仅强调信奉天经人的权利，而且还劝告穆斯林统治者

                                                 
（1）塔巴里，《众使者与国王的历史》，第 2 册，第 449 页.   

（2）哈基姆，《修正书》，第 2 册，第 553 页.  



们善待他们。正如伊玛目阿布·优素福所给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写的

书信劝告他照顾他们，并打听他们的生活情况，避免被虐待、受伤害

或被为难。如果统治者做出伤害被保护人的事情，教法学家们就谴责

他们。 

 

因此，如何拆除他们的礼拜堂？国家对他们的义务是保护他们免

受国内的侵略，但除此之外，还包括反对针对他们的任何外来侵略。

当有一个非穆斯林被俘虏时，莱斯（愿主喜悦之）发出了一个法特瓦

说：“我认为应该用金库的钱赎回他们，并强调保护他们。” 

 

如何拆除他们的礼拜堂？伊斯兰教已经批准人们的信仰自由，并

下令，没有人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虽然它呼吁所有人信仰伊斯兰

教，但呼吁信仰伊斯兰教与强迫他别信仰伊斯兰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

事情，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具有压迫和推动，所以是被禁止的，因

为安拉（全能）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黄牛（百格勒）-

256 节﹞。在伊斯兰教中信仰自由是固定的权利。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其圣门弟子提到自己的启示标志

说：“你们将征服埃及，凡是使用基拉特的地方。你们善待那里的居

民，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和血亲。”使者（愿主福安之）训令善待

埃及人民，虽然他们当时都是基督徒（科普特人）。 

 

这些都是伊斯兰教关于被保护人的训令，而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正

教对他们有多么宽容，在对待他们有多么怜悯。 



 

阿姆鲁·本·阿斯（愿主喜悦之）已经体现了这种宽容，当他征

服了埃及，给科普特人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将宗主教本杰明缺席了近

13 年后复职，而当他去亚历山大时，阿姆鲁·本·阿斯下令热情地接

待他。这表示伊斯兰教对非穆斯林的宽容，并给他们宗教自由权利，

而这需要允许他们做其仪式，并禁止拆除教堂，或受到任何侵犯。 

 

这是伊斯兰教的立场，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现代法特瓦所必须显

示的立场。 



伊斯兰教保护教堂 

穆罕默德·纳比尔·贾纳耶姆  教授（1） 

 

出于整个教法的目标，与《古兰经》的一般规则，如宽恕、怜

悯、宽恕、温柔和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真主赐

予我们成功： 

 

拆除教堂或使用任何方法侵犯它们及其参观者，按照教法是被禁

止的行为，因以下几点： 

 

第一，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并没有命令穆斯林这样做，却命令

他们维修并保护教堂，以保护其他信奉天经人的权利。这是任何教法

必须保留的主要目标之一。安拉（全能）说：“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

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

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朝觐（哈只）-40

节﹞。禁止拆除教堂等其他礼拜场所，因为在其里记念真主之名，随

着人们互相抵抗，以保护地球免受腐败。 

 

第二，先知（愿主福安之）善待麦地那、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的信

奉天经人，并没有人听到他（愿主福安之）下令拆除或侵犯他们的礼

拜场所，众所周知，他（愿主福安之）禁止穆斯林征服者在任何战斗

中拆除修道院，杀掉修道士、妇女或儿童。 

                                                 
（1）穆罕默德·纳比尔·贾纳耶姆教授，开罗大学阿拉伯语科学的伊斯兰教法名誉教授。 



 

第三，众哈里发（愿主喜悦之）都遵守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圣

训，没有人说过曾有任何哈里发拆除教堂或下令侵犯它。他们却维护

教堂，并允许教徒保护其存在。正如当信士们的长官奥马尔·本·哈

塔卜（愿主喜之）征服了耶路撒冷时，在教堂外面做了礼拜，避免有

人侵犯它，或将它变成清真寺。奥马尔在教堂外面做礼拜，以保护

它，还写了所包括其人民权利的契约。 

 

第四，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门弟子和哈里发的省长中

的征服者保护了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的教堂，没有人说过赛尔

德·本·艾比旺嘎斯（愿主喜悦之）在伊拉克，或哈利德·本·瓦利

德（愿主喜悦之）在约旦，或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愿主喜悦

之）在地中海东部，或阿姆鲁·本·阿斯（愿主喜悦之）在埃及等其

他有教堂的国家，其中一个人下令拆除或侵犯教堂，与此相反，他们

一直保护教堂。 

 

证明这个事实是，经过十五个世纪的伊斯兰历史，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阅读过有关拆除或侵犯教堂或其他礼拜场所，只有摧毁穆斯林

土地的压迫者，唯一敢做这种恶劣的行为，正如在鞑靼人时代所发生

的，而穆斯林无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没有做这种行为。 

 

第五，伊斯兰教清楚地命令善待并关注信奉天经人，并决定他们

拥有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谁伤害被保护人，安拉及其使者

与他是无关系的，因为他这样伤害安拉及其使者，必须以正义、公平



和公正对待他们，因为安拉（全能）说：“当他们来访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们判决，或拒绝他们。如果你拒绝他们，他们绝不能伤害

你一丝毫。如果你给他们判决，你当秉公判决。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

的。”﹝筵席（马以代）-42 节﹞ 

 

其中包括：穆斯林男人能跟信奉天经女人婚姻，并允许她在教堂

做其仪式。还包括允许吃他们的食物。正如安拉（全能）所说的：

“曾受天经者的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

是合法的。信道的自由女和曾受天经的自由女，对于你们都是合法

的，如果你们把她们的聘仪交给她们，但你们应当是贞洁的，不可是

淫荡的，也不可是有情人的。”﹝筵席（马以代）-5 节﹞等其他教法

规定。 

 

第六，这些教堂及其教徒是祖国和人民的一部分，是被团结而具

有同一文化与感情的人民，其中成员之间互相合作和依存，直到它成

为一大家庭，那么，如何把他们分裂，并为某些固定的权利而走向冲

突和分裂之路？ 

 

我们必须保持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祖国团结，以成为一方来面对

背叛祖国的敌人。让我们一起过和平与安全的生活“他们拥有我们所

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教法的规则规定我们只能侵犯侵略者，以报复其侵略。安

拉（全能）说：“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你们当



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是与敬畏者同在的。”﹝黄牛（百格勒）-194

节﹞ 

 

我们埃及基督徒兄弟们中没有任何人侵犯过我们的清真寺，他们

却一直保护它们，并帮助我们建筑它们。那么，穆斯林如何侵犯他们

的教堂而不保护它们？以同样的对待来报酬他们，以实现怜悯与公平

的原则。安拉（全能）说：“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

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

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受考验的妇女（慕姆太哈奈）-8

节﹞。怜悯：是汇集所组成天地基础的各种善良、喜爱、仁慈和正义

的词语。 



伊斯兰教保护教堂 

阿卜杜勒·哈利姆·曼苏尔  教授（1） 

 

“﹝1﹞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以端正的经典降示他的仆人，而

未在其中制造任何偏邪，﹝2﹞以便他警告世人，真主要降下严厉的惩

罚，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们，他们得受优美的报酬。”﹝山洞（凯海

府）-1、2 节﹞ 

 

愿主福安被派遣为报喜者和警告者，得到真主的允许而呼吁信仰

安拉的灿烂明灯。他解释了意义，并删除了无知，众使者的领袖、敬

畏者的伊玛目——穆罕默德，及其纯洁的家人和被挑选的圣门弟子。 

敬启， 

 

毫无疑问，有隐藏之手，不时点燃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之

火，有时利用一些人的极端思想，而有时利用一些人的无知。 

 

这件事情的现象体现在一批武装分子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国家

的教堂进行的袭击，正如“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

其他地方拆除并燃烧教堂，还侵犯人民的禁忌和荣誉。又如信仰这种

思想的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所做的。而这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

间的紧张关系，并导致发生显著的纠纷。也许有内部和外部的隐藏之

手，使这个冲突加剧，并正在努力增加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之

                                                 
（1）阿卜杜勒·哈利姆·曼苏尔教授，代盖赫利耶省爱资哈尔大学法学和法律学院副院长.  



火，并引起这样的事情，甚至可以自己做这些事情，而归因于一些性

急的、极端的穆斯林青年。 

 

做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国内外组织者，可能是执着于某些弱势

脆弱、不适合成为建立教法规定基础的文本，而这使我们不得不表明

侵犯教堂和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的教法规定。 

 

首先，我们可以说： 

伊斯兰教禁止侵犯所有的礼拜场所，如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

等，这个规定可以被巩固如下： 

 

第一：伊斯兰教保证宗教自由：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保证全人类的信仰自由权利，并禁止强迫任

何人信仰伊斯兰教。安拉（全能）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

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256 节﹞。真主（全能）还

说：“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尤努斯-99 节﹞” 

该两节经文表示，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加入真主（全能）的宗教。 

 

为确保伊斯兰宗教所赐给的宗教自由，正如前面提到的，必须允

许人们在礼拜场所里自由做宗教仪式，并要保护这些礼拜场所。 

 

第二：保护礼拜场所的必要性： 

证明这个我规定如下： 



（1）安拉（全能）说：“﹝39﹞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

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40﹞他们

被无理地逐出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要不是真

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

—其中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凡扶助真

主的大道者，真主必定扶助他。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

﹝朝觐（哈只）-39、40 节﹞ 

 

证据： 

它该节经文中反映这个要求的证据是，真主（全能）提到拆除修

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它们之间有并列关系的连词，使

它们都享有同样的权力，所以拆除礼拜堂、教堂和犹太会堂也是被禁

忌的。 

 

（2）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无损害，也不要使受损害。”（1） 

证据： 

先知（愿主福安之）否认损害和使受损害，损害：是利益的反义

词，说：损害他。使受损害的含义是：男人不损害其兄弟，抢走他的

东西，如剥夺他的礼拜场所，而这根据该圣训是被禁止的损害他人的

行为。 

 

第三：尊重并履行与非穆斯林的协议： 

                                                 
（1）伊本·马哲，784/2，第 2340 号，伊本·阿巴斯传述/ 马娜伟，《全能的乐善好施》，

6484/12，第 9899 号/ 《达尔·库特尼圣训》， 77/3，第 288 号，艾布·赛义德传述的/ 《瓶

灯》，48/3/ 《白海吉圣训》，156/6.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及其尊贵的圣门弟子与后来的追随者

都没侵犯过教堂或礼拜堂。 

 

存在伊斯兰国家的教堂都被禁止拆除，因为如果它是在古老的国

家，那么，当圣门弟子或者追随者们征服这些国家的时候，他们肯定

知道并保留它了（1）。而如果是新建的教堂，肯定是通过协议和批准共

存而被建筑的，证明这个事实的证据如下： 

 

先知（愿主福安之）及其众哈里发和许多圣门弟子所签订的安全

合同中指出，保证保护非穆斯林的生命、财产、荣誉、礼拜堂和教

堂，并禁止侵犯或拆除它们，其中包括下列内容： 

 

（1）先知（愿主福安之）给奈季兰的公约：奥拜杜拉·本·阿

比·哈米德传述：阿布·马丽哈·哈扎里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

安之）给奈季兰人民写了一封书信：“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给奈季兰人民写的书信，因为他正在统治他

们，……奈季兰及其家属享有安拉及其使者的盟约，要保护他们的家

园、财产、宗教、家人、礼拜堂、修道士、主教、出席者和缺席者，

而完全不能换其中任何主教或修道士，也不能将他们召集参与圣战，

或施舍其财产。”（2）。 

 

                                                 
（1）《全能征服的解释》，58/6.   

（2）哈塔比，《难圣训》，497/1/ 艾布·欧拜德，《财产》，244/1.  



（2）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给伊丽雅（耶路撒冷）

人民的公约：“这是安拉的仆人信士们的长官奥马尔给伊丽雅人民的

盟约，保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十字架、病人、健康人及

其他仪式，不居住在他们的教堂，也不被摧毁，或抢走其空间中一部

分，也不抢走其十字架，或他们的财产，也不要被强迫换自己的宗

教，也不要偏见他们。”（1）。 

 

（3）叶尔孤比在其《历史》中，提到该公约的文本说：“奉至仁

至慈的真主之名。这是奥马尔给伊丽雅人民的盟约，保证保护你们的

生命、财产和教堂，不居住在你们的教堂，也不被摧毁，除非你们犯

了巨大的罪恶，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会求人作证。”（2）。 

 

（4）奥马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愿主喜悦之）给其工人写

了书信说：“不要拆除犹太会堂、教堂或拜火堂。”（3）。 

 

这明确地表明禁止侵犯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否则先知和圣门弟

子的保护非穆斯林礼拜场所的公约并没有任何意义。怎么保证套保护

它们，然后命令拆除或侵犯它们？ 

 

第四：禁止借口（4）和腐化的原因： 

                                                 
（1） 《塔巴里的历史》，449/2.  

（2） 《叶尔孤比的历史》，147/3.  

（3）《伊本·阿比·谢巴著作》，467/6，第 32983 号，关于拆除礼拜堂、教堂和拜火堂章.   

（4）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拉布教授，《受争议的证据》，第 194 页/ 谢赫·穆罕默德·塔

希尔·本·阿舒尔，《伊斯兰教法的目标》，第 220 页.  



侵犯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并违反其禁忌，作为对穆斯林清真寺

的攻击借口，而这样的借口必须被禁止。安拉（全能）说：“你们不

要辱骂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知而辱骂

真主。”﹝牲畜（艾奈阿姆）-108 节﹞ 

 

总之， 

通过这快速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侵犯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如

教堂等的裁判，并清楚地表明缺乏一个合法的文本允许侵犯它们，或

证明拆除它们的必要性。事实上，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古兰经》的

经文，以及使者（愿主福安之）和圣门弟子所给信奉天经人的公约都

证明，伊斯兰教保护他们的生命、信仰和教堂，而在伊斯兰教的历史

有丰富的证据，深刻地研究古代教法学家的著作，会发现他们批准建

筑教堂，并谈论的路人的教堂，以及现代公民没有达到的事情。极端

分子应该理解这些事实，并返回到伊斯兰教的宽敞中间性。安拉（全

能）所说的是实话：“对于有心灵者，或专心静听者，此中确有一种

教训。”﹝戛弗-37 节﹞ 



伊斯兰教保护教堂 

马杰迪·阿舒尔  教授（1）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愿主福安最后先知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拉及其家人、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直到复活日。敬

启： 

 

伊斯兰教是共存的宗教，其原则完全没有胁迫，并不批准暴力。

这个前言是这个正教的明确原则之一，如果这个正教的容光焕发接触

人心，就没有任何人能厌恶它。而这基于安拉（全能）所说的：“对

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百格勒）-256

节﹞。真主（全能）还说：“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

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山洞（凯海

府）-29 节﹞。安拉（全能）又说：“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也有我的

报应。”﹝不信道的人们（卡斐伦）-6 节﹞ 

 

对待该基于正义、怜悯和公平： 

安拉（全能）命令穆斯林用正义、怜悯和公平来对待信仰其他宗

教的人。安拉（全能）说：“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

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

                                                 
（1）马杰迪·阿舒尔教授，大穆夫提的科学顾问.  



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受考验的妇女（慕姆太哈奈）-8

节﹞ 

 

穆斯林的前人与后人从最早的时代在其整个光明的历史、洁净的

文明和高尚又宽容的道德中一直按照这个原则对待非穆斯林。所以他

们进入非穆斯林的国家之前，先成功进入了他们的心中，自从哈里发

（愿主喜悦之）的时代，直到今天： 

 

信士们的长官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在其统治时代

中保证了耶路撒冷人民的宗教自由，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和教堂的安

全，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书信，说：“这是安拉的仆人信士们的长官奥

马尔给伊丽雅人民的盟约，保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十字

架、病人、健康人及其他仪式，不居住在他们的教堂，也不被摧毁，

或抢走其空间中一部分，也不抢走其十字架，或他们的财产，也不要

被强迫换自己的宗教，也不要偏见他们。这封书信得到安拉及其使者

（愿主福安之）、哈里发和众信士的保护，如果他们缴纳课税。作证

人：哈利德·本·瓦利德、阿姆鲁·本·阿斯、阿卜杜勒·拉赫

曼·本·奥夫、穆阿维叶·本·阿比苏夫彦。这封书信在回历十五年

被写了。”（1）。 

 

他还给罗德人民写了同样的书信，说：“这是安拉的仆人信士们

的长官奥马尔给罗德人民与跟他们联盟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民的盟约，

保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十字架、病人、健康人及其他仪

                                                 
（1）《塔巴里的历史》，449/2.   



式，不居住在他们的教堂，也不被摧毁，或抢走其空间中一部分，也

不抢走其十字架，或他们的财产，也不要被强迫换自己的宗教，也不

要偏见他们。”（1）。 

 

当奥马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

在一家教堂里时，礼拜的时间到了。他对教堂的主教说：我要做礼

拜。主教对他说：那你在这儿做吧！他拒绝了，并在教堂门外的一个

阶梯上一个人做礼拜了。他做完礼拜，就对主教说：“如果我在教堂

里做礼拜，穆斯林就会抢走它，说：奥马尔在这里做礼拜了。”（2）。 

 

东方学家们佩服地转移这件事情。正如埃米尔·德勒孟庚在其著

作《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活》中说：“《古兰经》和圣训满

有宽容的指导。而早期的穆斯林征服者已经仔细地应用这些指导。当

奥马尔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命令穆斯林不要打扰基督徒或侵犯其教

堂。当主教邀请在复活教堂里做礼拜，他拒绝了，并说明他拒绝的原

因说：害怕穆斯林以他在教堂里做礼拜为先例，而从基督徒的手里抢

走教堂。”（3）。 

 

还如，哈利德·本·瓦利德（愿主喜悦之）给大马士革人民写了

一封书信，保证他们教堂的安全（4）。 

 

                                                 
（1） 《塔巴里的历史》，449/2.  

（2） 《伊本·赫勒敦的历史》，225/2.  

（3） 参见：萨利赫·哈辛，《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宽容性和侵略性》，第 120、121 页.  

（4） 参见：拜拉祖里，《征服国家》，第 120 页.  



又如，树勒哈比勒·本·哈萨那（愿主喜悦之）保证太巴列人民

的生命和教堂的安全（1）。 

 

巴勒贝克人民要求了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愿主喜悦之）

保证他们的生命和教堂的安全，他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书信（2）。他还给

霍姆斯人民和阿勒颇人民写了同样的书信（3）。阿亚兹·本·加纳姆

（愿主喜悦之）给拉卡人民写了一封书信，保证他们的生命和教堂的

安全（4）。 

 

哈比卜·本·穆赛里麦（愿主喜悦之）也给亚美尼亚达比勒城市

的人民写了一封书信，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礼拜堂、基督

徒、拜火教徒和犹太人、出席者和缺席者的安全。而这是在哈里发奥

斯曼·本·阿凡（愿主喜悦之）的统治时代发生的（5）。 

 

阿布·阿卜杜拉·纳哈伊说：我们收到了奥马尔·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愿主喜悦之）的书信说：“不要拆除被批准保护的礼拜

堂、教堂或拜火堂。”（6）。 

尔塔伊（愿主怜悯之）被问能不能拆除教堂？他回答说：“不

能。只能拆除麦加里的教堂。”（7）。 

 

                                                 
（1）参见：《征服国家》，第 115 页.  

（2）参见：《征服国家》，第 129 页. 

（3）参见：《征服国家》，第 130~146 页.  

（4）参见：《征服国家》，第 172 页.  

（5）参见：《征服国家》，第 199 页.  

（6） 艾布·欧拜德，《财产》，第 123 页.  

（7） 《伊本·阿比·谢巴著作》，第 32984 号.  



当发生了一些违反这些公约的事情，公平的哈里发把权利归结有

权者：阿里·本·阿布·哈姆拉说：大马士革人民中非阿拉伯人去找

奥马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愿主喜悦之）抱怨了我们，说有某

人将一家教堂归属大马士革的巴尼·纳斯尔，奥马尔·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就让我们逐出教堂，并将它回给基督徒（1）。 

 

禁止侵犯教堂的任何方式： 

伊斯兰教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宗教，并允许他们在自己的礼拜场

所里做自己的宗教礼仪，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保证这些礼拜场所的

安全，并给它特殊照顾，就禁止侵犯礼拜场所的任何方式。《古兰

经》说明，穆斯林以抵抗暴政和报复侵略的圣战和斗争，以及安拉使

他们福在地上获得权力，都是保护礼拜场所不被拆除，并确保它们及

其教徒的安全的理由。安拉（全能）说：“﹝40﹞他们被无理地逐出

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

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

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

真主必定扶助他。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41﹞如果我使那

些人在地面上得势，他们将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劝善戒恶。万事的

结局只归真主。”﹝朝觐（哈只）-40、41 节﹞ 

 

                                                 
（1） 《财产》，第 201 页.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说：“修道院：有修道士的地方。

礼拜堂：是犹太会堂。教堂：是基督徒的教堂。清真寺：是穆斯林的

清真寺。”（1）。 

 

姆卡特勒·本·苏莱曼说：“这些宗教的所有教徒都在他们的礼

拜场所里经常记念真主之名，所以安拉（全能）禁止穆斯林拆除它

们。”（2）。 

 

伊玛目科尔多比说：“即：要不是安拉（全能）允许众先知和众

信士战斗敌人，那么，不信道的人会抢走或侵犯信奉天经人所建筑的

礼拜场所，但安拉（全能）将战争成为穆斯林的定制，以让宗教人士

专心致志于崇拜。” 

 

崇高的先知圣训也认可这个规定。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给

巴尼·哈里斯·本·凯尔布的主教和纳季兰的主教、牧师及其追随修

道士写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拥有的礼拜堂、教堂和犹太会堂，无

论是多还是少。而居住在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的附近，并保

证不强迫主教离开其教堂，修道士离开其修道院，或牧师离开其犹太

会堂，并不改变他们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现状。只要他们互相劝告和

解调，不被压迫，也不要压迫他人。”（3）。 

 

                                                 
（1）伊本·阿比·哈蒂姆，《古兰经注》，第 13970 号.  

（2）姆卡特勒·本·苏莱曼，《古兰经注》，285/2.  

（3）艾布·欧拜德，《财产》，第 244 页/艾布·奥马尔·本·沙巴·尼迈里，《麦地那的历

史》，584~586/2 / 伊本·基尼格维，《财产》，449/2 /伊本·赛尔德，《主要阶层》，226/1 / 白

海吉，《启示的证据》，389/5 / 伊玛目穆罕默德·本·哈森·谢巴尼，《传记》，266/1.  



因此，拆除或爆炸教堂，或杀死教堂里的人，或恐吓它的教徒，

都是被禁止的事情，没有任何宽容的教法允许这样做。这些事情却违

反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的保护原则，而敢做这些事情的人使

先知（愿主福安之）在复活日成为他的对手。 

 

履行公民的公约： 

众所周知，侵犯教堂并侵略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权利是违反

公民的公约，因为他们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他们已跟穆斯林签约，

并承诺双方要在祖国和平地、安全地共存。因此，侵略、伤害或恐吓

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并拆除其教堂，都是违反这个公约的行为，也是

违反并浪费穆斯林的保护原则，而这是经文所禁止的事情，并命令我

们做与它相反的事情。安拉（全能）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

行各种约言。”﹝筵席（马以代）-1 节﹞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愿主福安

之）说：“具备四种恶习者即为纯粹的伪信者。身染其中之一者，即

为残留伪信士的一种恶习，直到他完全改掉。1)受托时欺昧；2）说话

时撒谎；3）结约后背约；4）争论时专横粗鲁。”（布哈里圣训） 

 

另一传述：“如果一个人托另一个人保护自己的生命，然后这个

人杀了他，我与杀人者无关系，就是被杀者是异教徒。”（1）。 

 

                                                 
（1）《白海吉大圣训》， 第 18422 号.  



阿里（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任何穆斯

林为另外一个人提供的保护都是有效的，其他穆斯林都应该遵守，谁

若违犯，则会遭到安拉、天使和人类的诅咒，他的正、副功课皆遭主

的弃绝。”（1）。 

 

他（愿主福安之）说的：（穆斯林的保护），即：他们的公约、

安全、赞助和并保护。并他说的：（其他穆斯林都应该遵守），即：

同约是其中数人最少的，如果一个穆斯林做了约定，就没有任何人能

违反它，何况是当事者自己做的。他说的：（谁违犯），即：违犯盟

约，他说的：（正、副功课），即：宗教仪式和副功，意思是：安拉

（全能）不接受他的任何功德。 

 

众所周知，不保护教堂，却威胁它及其参观者们，是背叛、杀死

和伤害平民的行为：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说：安拉的使者

（愿主福安之）说：“信士不杀人，信仰是杀人的约束。”（2），圣训

是意义是：信仰禁止杀人，并禁止控制行为。他（愿主福安之）说

的：“信士不杀人”是包含警戒的陈述句，因为它包含了狡诈和欺

骗，或者是禁止。 

 

先知（愿主福安之）特意下令善待埃及人民。众信士之母乌

姆·赛莱麦（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去世时

                                                 
（1）《布哈里圣训》， 第 1870 号.  

（2） 《艾布·达乌德圣训》，第 21769 号.  



嘱咐说：“对埃及的科普特人你们要敬畏安拉，你们将征服他们，而

他们将成为你们圣战中的就绪和援助。”（1）。 

 

穆萨·本·朱拜尔传述：麦地那人民的众长老说：奥马

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给埃及州长阿姆鲁·本·阿斯（愿主

喜悦之）写了信，说：“阿姆鲁啊！你要知道，安拉是看见你，看见

你的工作。安拉（全能）在《古兰经》中说：‘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

的典范。’意思是：自己成为榜样。你统治的人是被保护的而跟我们

结约定的人，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下令我们善待他们，说：

‘你们要善待科普特人，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和血亲。’他们的血

亲是：易司马仪（愿主福安之）的母亲是科普特人。先知（愿主福安

之）说：‘谁压迫被保护的人，或使他负担自己所不能胜任的，在复

活日，我就是他的对手。’阿姆鲁啊！你要当心，不要让安拉的使者

（愿主福安之）成为你的对手，使者确能战胜自己的对手。”（2）。 

 

沉思历史的人可以确认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话是正确的，因为

埃及的科普特人欢迎了穆斯林征服者，为他们打开胸怀，并跟他们过

了安全的、和平的生活。因此，埃及创造了最深刻的成功历史经历，

表现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宗教教徒之间的共存和参与。 

 

                                                 
（1）塔巴拉尼，《大词典》，第 561 号.   

（2）参见：印度敬畏者，《工人之宝》， 760/5.  



此外，不保护教堂，并威胁其参观人是违背教法的规定，因为教

法嘱咐我们保护所有教法都认可的五件事，它们是：宗教、生命、思

想、荣誉和财产，而这是合法的五个目标。 

 

显然的是，这些犯罪行为使这一些目标变成无效的，其中包括保

护生命的目标；被杀者是无辜的公民，他拥有不可侵犯或剥夺的生

命，必须维护它。安拉（全能）赞赏人类的生命，说：“除因复仇或

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筵席（马以代）-32 节﹞ 

 

这些邪恶的行为已不能隐藏。这种行为能够丑化伊斯兰教在东方

和西方的思想形象，并加强伊斯兰教的敌人正试图在世界上传播的假

象，证明伊斯兰教是一个嗜血的宗教，而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但

有很多正在等待干涉我们国内务的敌人以此为借口来实现自己的目

标。 

 

安拉（全能）已下令禁止所导致辱骂安拉（全能）的借口，即使

该行为本身是被允许的。安拉（全能）说：“你们不要辱骂他们舍真

主而祈祷的﹝偶像﹞，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知而辱骂真主。我这样以

每个民族的行为迷惑他们，然后，他们只归于他们的主，而他要把他

们生前的行为告诉他们。”﹝牲畜（艾奈阿姆）-108 节﹞ 

 

伊玛目拉齐说：“这节经文表明，不允许做所使异教徒更远离或

疏离真理，因为如果可以这样做，那么，安拉会命令我们做，并不禁



止我们做上述的行为，也不会下令在祈祷时善待他们。正如安拉（全

能）对穆萨和哈伦所说的：‘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或许他会记取教

诲，或者有所畏惧。’﹝塔哈-44 节﹞（1）。这是如果该行为本身是被

允许的，那么，如果该行为原来是被禁止的呢？” 

 

结论：伊斯兰教保护非穆斯林的权利，并保证他跟穆斯林一起能

过体面的生活，还保护所有的礼拜场所不受任何违犯公民公约的威

胁。这些法律规定毫无疑问地被现代国家制度引用了，以巩固共存的

原则，并履行公民权的公约。这个公约将祖国所有的公民，包括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在一个法律规定的保护伞下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法

律规定下，都是平等的，履行自己的民间职责和工作，享有同样的权

利和义务。此后，每个人都感觉到属于祖国的价值观，并分享其不同

的能力、才华和专业，建立祖国的各种设施。 

 

我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 

                                                 
（1）参见：《幽玄的宝藏》，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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