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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萬贊歸於安拉，他從無中創造了我們，並賦予了我們最優美的形態

和不可勝數的美好給養。

祝所有的先知，尤其是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和他的家人及聖門

弟子們平安！

無疑的，無論是從形體上還是精神上，人類都被賦予了最佳的形態

與狀態。人類被賦予了許多了不起的特性，能夠成為安拉的朋友就是其

中之一。用心靈的眼睛來觀察，我們就不可能不對那些只被賜給了人類

的了不起的給養和能力而發出由衷的讚歎。

安拉以最優美的形態創造了人類，這本身就是他的大能與莊嚴的

體現。安拉不但賦予了人類理智、心靈、智力、感受能力、身體，還給

人類派遣了先知，降示了經典，以幫助人類獲得永恆的幸福。安拉告訴

了我們我們為什麼會生，為什麼會死，我們又是在誰的王權下生活。安

拉告訴我們，今世不過是一個充滿了考驗的課堂，其目的監察人類的行

為，以幫助人類在以死亡為開始的那個或幸福或虧折的沒有盡頭的旅程

裡獲得永恆的幸福。“信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安拉為了讓人類獲得永

恆的幸福而下達的命令和禁令的集合。

安拉憐憫他的僕人，不希望他的僕人懶散和放縱，哪怕只是一小會

兒1，因此，信仰——最自然的人類精神的安寧之源——是自人類的始祖

阿丹(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位先知)開始便與人類同在的。所以，對人類來

說，從來到大地上的第一天開始直到末日，安拉就借自己的使者，即先

1 《古蘭經》，“人章”，76：36節；“信士章”，23：115節；“開拓章”，94：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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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們，以讓人類能夠親眼看見鮮活的榜樣這種模式，向人類傳達了為獲

得兩世幸福而必須擁有的知識。

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知識或被遺忘，或被篡改，或被丟失，

但安拉又派遣了新的使者，以告誡他的僕人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2 

因為人的本性有對信仰的傾向，所以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時期不

存在信仰，只是因為遠離了啟示和先知們的教導，人類失去了真理，使

得謬論逐漸左右了人類。科學發現告訴我們，每一個部族或社會，或正

確或錯誤，都有信仰安拉和正信的痕跡3。

歷史作證，在今世的生活中，人類制定的體制或系統雖然可以讓人

類獲得暫時的快樂，但只有先知們帶給人類的能夠獲得兩世幸福的處方

才可以有益於人類今世的生活並讓人類超越今世而獲得永恆的幸福。

先知們的教導從未離開過人類——先是十二萬四千位先知的諄諄

教導，然後，當末日來臨之時，人類又榮幸地獲得了以最好的方式回答

人類需求的最後的宗教伊斯蘭。在安拉的使者二十三年的先知生涯中，

安拉逐漸完善了伊斯蘭，以此完成了他賜予人類的信仰上的恩典。這之

後，安拉告訴我們，他只喜悅伊斯蘭，捨伊斯蘭而選擇別的宗教是不被

接受的4。

從伊斯蘭出現的那一刻開始，它就是全人類的信仰，是安拉允許、

喜悅的唯一宗教。只有通過伊斯蘭，人類才能獲得永恆的幸福和安寧。

伊斯蘭擁有最完美的世界觀。看一個體系是否具有成熟的世界觀，

它必須具備這些特點：它是系統的，協調的；它能夠回答人的頭腦中出

現的各種問題，不管這些問題來自想像還是理智，並且，這些持續不斷

的回答是符合邏輯的，是不矛盾的。這些特點，只有伊斯蘭才擁有，其

2 請看“麥爾彥章”，19：34-59節

3 Günay	 Tümer教授在土耳其宗教事務部Diyanet編寫的《伊斯蘭百科全書》中解釋“宗教”概念。

請看DİA, IX, 315-317.

4 “筵席章”5：3節；“儀姆蘭的家屬章”3：19、8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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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他信仰或哲學體系要麼不夠完善，要麼自相矛盾，在規則和道德標準上

都有缺陷。舉個例子說明一下：被篡改了的猶太教被認為只是被派遣給

猶太人的；被篡改了的基督教被封鎖在了人的心靈與安拉之間，在生活

的其他方面，它不再是一個有約束力的機制，也不再是一個管理與實踐

的體系了，甚至信仰的基礎都被人提出來時不時地修改一下。

伊斯蘭是被派遣給全人類的，它向人類傳達的是一個包括生活各個

方面的世界觀和行為規則體系。在一些基本原則、規則之下，它詳盡、

全面地安排、管理人之間的關係。

安拉說，伊斯蘭和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是作為“眾世界的仁

慈”而被派遣給全人類的5。但是，儘管如此，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一

些人還是沒能認識伊斯蘭，或者被培養起了反對或反感伊斯蘭的情緒。因

此，只要有機會，穆民就必須宣傳和教授伊斯蘭。至於學習和瞭解完伊斯

蘭之後是否接受它，這則是當事人自己的事，與他人無關。安拉說過，宗

教信仰自由，絕無強迫——這個世界不過是一個巨大的神聖的考場。

如果安拉意欲，他會讓所有人都走上正道。但是，偉大的安拉尊重

他的僕人，他希望他的僕人通過自己的理智和自由來選擇正確的道路6。

但是，被賦予了人類的這個自由意志卻並不是可以對自己的選擇不

承擔責任的，因為安拉不但給人類展示了伊斯蘭信仰才是正道的證據，

還賜予了人類認識和瞭解這一事實的理智。也就是說，為了讓人類能夠

尋找到正道，安拉不但賦予了人類理智和思考的能力，還派遣了先知和

經典以幫助人類，並給予了人類各種各樣的容易。在安拉賜予人類的所

有這些恩典中，《古蘭經》是其中最了不起的恩典。《古蘭經》是安拉

對他的僕人一直持續到世界末日的愛與憐憫的最生動的體現，但是，在

5 “婦女章”4：79；“高處章”7：158；“眾先知章”21：107；“賽伯邑章”34：28；《布哈裡

聖訓集》“土淨”，1.

6 “優努斯章”10：99；“山洞章”18：29；“隊伍章”39：7；“屈膝章”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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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中，安拉也明確地警告了人類，不遵循《古蘭經》的教誨而

隨心所欲的人，他也會得到與自己的行為相應的懲罰。

在這本書中，我們概括地談到了伊斯蘭的世界觀、信仰、功修、

規則和道德。我們知道這本書不足以讓人們全面瞭解伊斯蘭，但哪怕只

是一點點，我們也仍然希望對人們瞭解伊斯蘭有所幫助。傳播伊斯蘭是

穆民最重要的責任，不為此做出努力的人在後世會得到安拉的清算。穆

民應該把宣傳伊斯蘭當成自己日常生活中必需完成的任務，時時刻刻都

要想著努力完成它。至於被宣傳者是否接受伊斯蘭，這則是他自己的事

情，與旁人無關。

另一方面，為了幫助穆民完成傳播伊斯蘭這項任務，安拉賜給了人

類機會和條件，以引導人類走上正道，對穆斯林來說，這是又一個要對

安拉表達感激的理由。

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今生和後世的幸福取決於是否服從安拉和他的

使者。通過了這項考驗的人，他們的名字被載入了聖人的花名冊，他們

自己也得到了安拉的愛與青睞和款待。面對真實的信仰卻扭過臉去不予

理睬的人，他們在今生和後世都是虧折的，死了之後，他們也還要遭受

神的懲罰！

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訓——讓人過分迷戀而忘記了後世的今世，在人

死後，不會為人流下一滴眼淚！

曾經發生在過去宗族身上的事情，或好或壞，對後人都是警戒和教

訓。我們頭頂上高懸著的藍天，還是那個曾經給不信仰安拉的人降下過

災難和懲罰的藍天，我們頭頂上那耀眼的太陽，也還是那個曾經照耀著

法老、哈曼、卡倫、奈姆魯德的宮殿，現在照耀著它們的廢墟的太陽，

而點綴我們內心世界的天空，也一樣還是伊斯蘭的天空，照亮黑暗的光

明也還是來自信仰的太陽。因此，在這樣的天空和太陽下，人是可以做

到認識自己，做安拉的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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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感謝為這本書的出版做出努力的穆拉特·卡亞博士和其他學生們。

我們祈求安拉讓他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成為他們給出的流傳不息的施捨！

主啊，請不要讓我們失去先知們的光芒的照耀，不要讓我們失去偉

大的經典傳遞出來的知識和智慧；主啊，請讓我們在擁有來自你的經典和

先知們所傳達的在你的眼裡最為真實和原始的信仰下，在最好的形式下以

最真實的信仰伊斯蘭的方式生活，並以此成為你喜悅的僕人中的一員！

阿敏！

奧斯曼·努日·托普巴希

2012年8月

伊斯坦布爾





第一章

什麽是伊斯蘭？

從精神和形式上好好認識伊斯蘭，你會發現，伊斯蘭社會是

一個能夠吸收和消化玫瑰芳香的社會，是人類歷史上充滿了光榮

和榮耀的“美德”大廈。而擁有這樣的社會和這樣的大廈的穆民

們，無論他們生活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他們都是能夠獲得兩

世幸福的有福氣的人。

簡短地說，其周圍被驚喜和未知圍繞著的今生旅客，是否得

到安寧與幸福生活，取決於他是否以伊斯蘭精神武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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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拉非常愛他的僕人

安拉非常愛他的僕人，所以他非常眷顧人類，他對人類的照顧遠超

其他被造物。任何時候，只要環顧一下四周，我們就會看到他創造的數

不清的驚人傑作，看到他在天地間畫出的優美線條，感受到他的了不起

的大能。他賜予人類的這一切美好給養，就像情書一般，溫柔地包裹著

我們。關於他賜予我們的給養，安拉說：

“他為你們而制服天地萬物，對於能思維的民眾，此中確有許多跡

象。”(“屈膝章”，45：13)

安拉愛他的僕人，有經文為證：

“……安拉喜愛那些民眾，他們也喜愛安拉……”(“筵席章”,5：54)

“……安拉是仁愛眾僕的……”(“黃牛章”，2：207;“儀姆蘭的家屬章”， 

3：30)

安拉愛他的僕人，為各種原由而愛他的僕人：行善的人7、悔罪的

人、清潔的人8、敬畏的人9、堅忍的人10、信托安拉的人11、公正的人

12……等等。

在這一方面，先知也給我們例舉出了許多例子：和善、溫柔的人13、

敬畏的人、内心豐富的人14、崇拜安拉，遠離罪惡、不圖名利的人、努力

7 “黃牛章”2：195. 

8 “黃牛章” 2：222.

9 “儀姆蘭的家屬章”3：76.

10 “儀姆蘭的家屬章”3：146.

11 “儀姆蘭的家屬章”3：159.

12 “筵席章” 5：42。

13 布哈裡“禮節”35. 

14 穆斯林，”淡泊塵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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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私慾的人、靦腆的人15、行善的人、服從(安拉)的人、謙恭儉樸的人

16等等；還有這樣的人：既不會喋喋不休地乞求，也不會去觸碰非法之物

的人17、自己努力赚取生活费用的人18、追求合法事物的人19、對世俗之

物清心寡欲的人20、在買賣、借貸中寬容的人21、完成主命和副功修以讓

自己靠近安拉的人22、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的人23、對他人有利的人24、

慷慨的人25、祈禱時不張揚的人26、為了獲得安拉的喜愛而互相敬愛，互

相拜訪，善待朋友與親屬的人27……安拉喜愛這些有價值的人！

為了愛他的仆人，安拉給出了許多可以被他愛的理由。借助其中的

任何一個理由，人都可以被安拉的愛的海洋包圍。因為，安拉的尊名之

一就是‘瓦杜德’(至愛的主)，即愛與被愛……

把人以最完美的形態創造出來，賜予人無盡豐美的給養，寬恕人的

罪過，延遲懲罰以便給人改過的機會，等等這些，都是安拉對人類的無

盡的大愛的明證。不過，安拉賜予我們的最大的給養，當屬他詳細地告

訴了我們對於今世與後世，哪些事物是有益的，哪些事物是有害的。安

拉希望他的仆人遵守他的規則，成為自己的朋友，最終獲得永恒的幸福

這樣一個結局。

15 艾布·達烏德，Hammam, 1/4012.

16 伊本·瑪哲，Fiten, 16.

17 伊本·瑪哲，”淡泊塵世”，5。

18 代萊米，Müsned, I, 155. 

19 蘇尤提，el-Jamiu’s-sağir, I, 65. 

20 伊本·瑪哲，”淡泊塵世”，1。

21 穆瓦特塔，“買賣”，46。 

22 布哈裡，“慈愛章”，38. 伊本·瑪哲，Fiten, 16。

23 代萊米，Musned, 1,157.

24 海賽米，VIII, 191.

25 蘇尤提，el-Jamiu’s-sağir, I, 60.

26 蘇尤提，el-Jamiu’s-sağir, I, 65.

27 艾赫麥德，V,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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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拉給予人天賦，給了人真實的信仰，以神圣的快乐来装饰

他的内心深处。人類在內心深處有能夠感受到真相，並在強烈的信仰需求

下認識安拉，並且渴望向安拉靠攏的一個願望。而這些，毫無疑問，在整

個人類歷史上，都是在“生活在伊斯蘭中”這個恩典上體現出來的。

（二）人類最大的需求――平安與安寧

在今世的生活中，人首先需要的是平安和內心的安寧，而要獲得平

安與安寧，則必須擺脫憂慮和煩惱、擁有真知並在真知的引導下尋找幸

福、在安寧的狀態下迎接今生和後世。感到無所依賴和信託的人，在任

何時候，你都不可能從他的臉上看到祥和與安寧。而最能夠讓人類獲得

安全感的最大的力量莫過於安拉給出的他的法則——伊斯蘭——了。

安拉說：“因为保护古来氏,因为在冬季和夏季的旅行中保护他们,

故教他们崇敬这天房的主,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

们。”(“古來氏章”106：1-4)

人類自己制定的體系和規則無法保證人類的平安與內心的安寧，因

為它們缺乏精神，就像伊斯蘭來臨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濃稠黑暗的愚

昧之中。强者说的算，弱者处于被欺负状态。人们在被残暴的压迫之下

呻吟。诗人麦赫迈德·阿克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弱者整天被欺负，可是他有一天站起来了，

压迫者想不到自己也会灭亡，可是他有一天崩溃了。

在那樣一種狀況下，安拉給古萊什人降下了安寧。他們也在依賴和

信託中從容地進行政治、貿易、文化等方面的活動，並且在物質和精神

上都獲得了豐收。當時機到來之時，安拉讓最後的先知從他們的宗族裡

出現，並借他把安寧、幸福、平安的最堅實的基礎教授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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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蘭是今世生活中安寧與健康的源泉

“伊斯蘭”這個詞有健康、解脫、成功、安寧、平安、因服從而 

(精神)放鬆等意思。伊斯蘭信仰在各個方面確實給世界帶來了健康、解

脫和安寧。也就是說，不光是人類，動物、植物，甚至沒有生命的物

體，伊斯蘭也一樣給它們帶來了安寧與輕鬆。我們的先知的23年的先知

生涯是不斷地與恐怖和暴行作鬥爭中度過的，最終，永恆的安寧與平安

之源－－伊斯蘭――被賜予了這個世界。

1.人類可以找到安寧

伊斯蘭把人從各種煩惱、不公正、暴行中帶到了健康與平安中

來。伊斯蘭學者們說伊斯蘭信仰的目標是要實現鞏固和保護——被稱

作“Zarûrât-ı	 dîniyye”(教門中必須確保的總條例)的五個基本原則——

進行了如下的描述：

a) 保護信仰

b) 保護生命

c) 保護理智

d) 保護清白與尊嚴，由此保護自己的後代

e) 保護財產

如果這五項內容都得到了保護，那人就可以獲得安寧與平安。

針對不同的被保護內容，伊斯蘭制定了相應的健全保障準則，並指

明了哪些是非法，哪些是合法。關於這一點，本書的第四章有更為詳細

的闡述。

在伊斯蘭到來之前，人類社會處在缺乏信任、功修、規則的狀態

下，生命、財產、尊嚴得不到保護，沒有能夠讓人變得高貴、有尊嚴的

信仰、功修和道德。人們用面做成偶像，然後崇拜它們，餓的時候就又

把它們當點心吃掉；奴隸把樹或石頭凋鑿成偶像，然後期望從這些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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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凋的東西上得到援助；旅行的人在下榻處找四塊石頭，三塊石頭墊在

鍋底下撐著鍋，圍成一個爐子，第四塊石頭就被當成神來供奉……

關於偶像崇拜，艾蔔·拉賈·奧塔利迪這樣描述過：

“我們曾崇拜石頭。當我們發現有更好看的石頭時，我們就放棄前

者，崇拜後者。若我們找不到石頭，就堆起一堆土，然後把羊拉過來，

向土堆上擠奶，然後繞著它轉圉。”(布哈裡,“戰役”,70)

伊斯蘭消除了把人的尊嚴踩在腳下的錯誤信仰，帶給人類的是提升

人的尊嚴和榮譽的尊貴的信仰、功修和高尚的道德。伊斯蘭以最好的方

式安排、管理人的生活，而擁有伊斯蘭的精神情感的穆斯林們，為了讓

其他人也能夠享受到安拉賜予人類的這一了不起恩典，他們做出了巨大

的犧牲。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早些時候，一位名叫烏姆·蘇萊伊姆的穆斯林向非常想跟她結婚的

艾蔔·塔勒哈提出了讓他放棄偶像，皈信伊斯蘭的條件。她對他說：

“想想你崇拜的這些石頭吧，它們既不能帶給你好處，也不能傷

害你。再看看你用木頭做的這些偶像吧：來個木匠，拿根木頭，削削切

切，然後你們就管這塊木頭叫神，還禮拜它！快把它們扔到火裡燒了

吧！就是這麼一根躺在地上的木頭，拾起來以後讓個奴隸鑿吧鑿吧，然

後你們就開始崇拜它……你們怎麼不害臊呢？如果你說作證詞，跟隨先

知，我就馬上與你結婚！”

這些話最終讓艾蔔·塔勒哈皈信了伊斯蘭。烏姆·蘇萊伊曼非常

高興，她以作證詞為聘禮，沒有要其他任何東西，與艾卜·塔勒哈結了

婚——也就是說，他們的聘禮是伊斯蘭28！ 

獲得平安與安寧的原則，安拉的使者用極其簡單明瞭的語言進行了

闡述：

28 請看：奈薩依，“婚姻”，63/3340-1；伊本·薩德，Tabakat,VIII, 426-427; Ibnu’l-Esir,Usdu’l-

Gabe, VII,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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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任何人都不會得到完善的信仰，直到他為穆斯林同胞喜愛自

己所喜愛的一切。”(布哈裡,“信仰”7;穆斯林，“信仰”，71-72) 

真的，當人真的做到像這則聖訓所說的那樣為他人著想時，社會上

存在的問題就會降到最低，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就會走向終結。

伊斯蘭是真實、公正的宗教

安拉的這道命令是治療最讓人不得安寧的疾病的特效藥：

“你們不要借詐術而侵蝕別人的財產，不要以別人的財產賄賂官

吏，以便你們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蝕別人的一部分財產。”(“黃牛章”,2

：188)

有一天，安拉的使者對聖門弟子們說：

“哪些人是破產者，你們知道嗎？” 

教生們回答道：

“在我們看來，破產者是指那些沒有錢和財產的人。”安拉的使者

說道：

“毫無疑問的，在我的教生中破產者指的是這樣的人：在末日，

他們因自己履行的禮拜、齋戒、天課等功修而獲得了回賜，但是因為說

惡言，誹謗別人的清白、誣陷、侵佔別人的財產、殺人、毆打他人等罪

行，他必須用自己得到的回賜來償還自己對他人權利的侵害，而最終，

因為在償還完之前回賜就沒有了而不得不下火獄的人。”(穆斯林，“至

善”59;提爾密濟,“復活日”2; 艾哈麥德,II,303,324,372) 

從內心深處服從伊斯蘭的人，在這節經文和聖訓的指引下，對任何

人，即使是最小的傷害，他們也想都不會去想。

伊斯蘭帶來的“公平、公正”這個概念，在任何方面都建立在塔薩

沃夫(緊緊地圍繞《古蘭經》和《聖訓》)的基礎上。有一個例子是這樣

的：

白德爾戰役開始之前，安拉的使者手裡拿著一支箭，指揮參戰者們

排隊：“這兒的人上前來點兒……那兒的人退後一點兒！”站在前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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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瓦德·本·伽茲耶的肚子腆了出來，安拉的使者走上前，用箭推了一

下他的肚子：

“賽瓦德啊，你站整齊吧！”

賽瓦德說道：

“安拉的使者啊，你把我打痛了！安拉是讓你帶著公正來的，我要

還你一下！”

先知把衣服撩起來，說道：

“好吧，你打我一下吧！” 

輔士們很著急地想制止賽瓦德：

“賽瓦德啊，他可是安拉的使者啊！”

賽瓦德回答道： 

“在公正這個問題上，沒有誰高於誰！” 

先知說道：

“快點兒，你快還我一下吧！”

賽瓦德在安拉的使者的肚子上親了一下。

“哎呀，賽瓦德啊，你為什麼親了一下？”先知問道。

“就像您看到的，我們已經做好了戰鬥的準備。我希望在我生命的

最後時刻能踫一下您！”賽瓦德回答道。

安拉的使者為他做了祈禱29。

在尊重別人的權利這個問題上，安拉的使者一生都非常謹慎小心。

將要歸真之時，儘管身體非常虛弱，他還是艱難地走上宣講台，對教生

們說道：

29 İbn-i	Hişâm,	II,	266-267;	Vâkıdî,	I,	57;	İbn-i	Sa’d,	III,	516.	Krş.	艾布·達烏德，“禮儀”,148-149/5224; 

“抵償”, 14/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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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生們啊，如果我不小心挪用了誰的財物，現在就請他拿走

我的財產；如果我不小心打了誰一下，現在也請他打我一下！……”30

伊斯蘭是細緻、有教養的宗教

伊斯蘭關心穆斯林的清算日。它教育我們如何生活，告誡我們不要

侵犯他人的權利。安拉的使者言簡意賅地指出了成熟的穆民應該是什麼

樣子的：“穆斯林是其他穆斯林能夠從其言行上得到平安的人。”(布哈

裡,“信仰”,4-5)

的確，成熟的穆斯林體現伊斯蘭的教育和功修，以及持續不斷的 

“無傷害”教育，因為這些教育和功修的結果最終會讓他們連想都不會

去想要傷害別人，從而給周圍的環境帶來安寧與信任。

安拉的使者這樣說過：

“穆民跟蜜蜂相似：蜜蜂總是吃乾淨的東西，總是在乾淨的地方停

留，總是住在幹淨的地方；出於謙虛和禮貌，它既不會把自己停留的地

方弄亂，更不會破壞那裡，倒下去的時候也不會變得粉身碎骨、也不會

腐爛。”31

蜜蜂是非常聰明、能幹、有益又溫和的動物。即使在晚上，它們也

努力工作。它們守規則，聽從指揮；它們只吃自己采的花蜜，不去侵佔

別的蜜蜂采的花蜜。它造成的損失幾乎為零。排泄穢物時，它們遠離汙

穢，不吞食其它同胞的食物，只吃自己該吃的。

穆民也是這樣，跟小蜜蜂一樣，他們只賺取合法財物，只吃合法

的食物。他們注重精神修養。無論身處何地，他們都內心裡充滿了仁慈

和憐憫。他們不去傷害別人，也保護自己不受別人的傷害。如果犯了錯

誤，他們立刻糾正自己。他們也總是捍禦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他們謙

30 İbn-i	Sa’d,	II,	255;	Taberi,	Tarih, III, 190	Ahmed,	III,	400.

31 Ahmed,	II,	199; Hâkim, I, 147;	Beyhakî,	Şuab, V, 58;	Suyûtî,	el-Câmi, no: 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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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善待每一個人。壓迫、漠不關心、誹謗、私慾……等，這些不良行

為，他們躲得遠遠的。

一個人人都如小蜜蜂的社會是能夠達到安寧與平安的頂峰的，這個

消息，在傳播伊斯蘭的最初幾年裡，先知就已經傳遞出來了：

哈拔伯·本·埃瑞特的傳述：

一天，我們來見先知，他當時正在天房的陰影下枕著自己的斗篷休

息。當時我們已經遭受了多神教徒的殘酷迫害。我們對他說：

“您還不為我們祈求援助嗎？還不為我們向安拉祈禱嗎？”

安拉的使者坐了起來，氣得臉色有些發紅。他回答道:

“你們之前的一個人，他被埋入坑裡，被人用鐵梳子刮他皮肉下

的筋骨，甚至被人用鋸子從頭鋸成了兩半，但這也未能使他放棄他的教

門。以安拉起誓，安拉必定使這一宗教完美，直到一個人騎著騎乘從沙

那來到哈達拉毛，不怕別的，只害怕安拉，或只害怕狼吃掉他的羊。但

是你們總是太著急了。”(布哈裡,“美德章”，25；“鋪士之功績章”29,“請示章”35;艾

蔔·達吾德,“聖戰”,97/2649)

先知對正在猶豫是否皈信伊斯蘭的阿迪·本·哈提姆說：

“我知道是什麼阻止了你皈信伊斯蘭。你在想：‘都是些窮人和沒

有什麼價值的孱弱的阿拉伯人在追隨他！’你知道希拉嗎？” 

阿迪回答道：

“我沒見過那個地方，但我聽說過。”

先知說道：

“如果你長壽，你一定會看到(隻身出行的)婦女從希拉起程來環游

天房。然後你會看到伊朗國王科斯魯的寶藏將屬於穆斯林。”

阿迪問道：

“是伊朗國王科斯魯·本·呼爾木茲嗎？”

先知回答道：

“是的，是科斯魯·本·呼爾木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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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夠長壽，你一定會看到一個人手捧金銀尋求接受的人，卻

找不到接受者。”

後來，阿迪說:  

“指主發誓，我確實看到婦女們乘著駝轎從希拉起程來環游天房。

她們只害怕安拉。我屬於打開科斯魯·本·呼爾木茲寶藏的人之一。如

果你們長壽，你們必定會看到先知所說的‘一個人手捧金銀施散，卻無

人接受’的時代。”32

是的，伊斯蘭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們只在安拉那裡尋求庇護，在安寧

的環境下生活。這樣的生活最終也會讓財富巨大地豐富起來。就像歐麥

爾·本·阿卜杜拉則孜的時代，人們找不到能夠接受天課的人，不得不

去哈裡發那裡要主意33。

伊斯蘭是寬容的宗教

我們的先知給許多人都寫過書面的擔保書。穆罕默德·哈米杜拉

赫教授在他的著作《先知的外交書信》(Hazret-i	 Peygamber’in	 Diplomatik	

Mektupları)一書中提到他在許多國家都看到過先知的“安全保障信”的副

本。下面是他的一段回憶：

收復伊斯坦布爾之後，周圍的國家派來了使者表示祝賀，其中有耶

路撒冷的東正教徒主教安塔斯尤斯(Atnasyos)，他是前來覲見征服者的一

位牧師。他出示了有先知按了手印的擔保書和哈裡發歐麥爾時期才開始

的用帶棱角的阿拉伯字體寫下的書面材料，並請求把位於耶路撒冷的履

行功修的地方保持原樣。征服者同意保持先知給予的權利，並且寫下一

道命令：“誰取消這個擔保書的話，願安拉詛咒他！”這道命令的原文

現在被保存在土耳其總理府奧斯曼帝國檔案室，教堂薄，第8號34。

32 布哈裡,	Menâkıb,	25;	Ahmed,	IV,	257, 377-379;	İbn-i	Hişâm,	IV,	246;	İbn-i	Kesîr,	el-Bidâye, V, 62.

33 Bkz.	Beyhakî,	Delâilü’n-nübüvve, VI, 493;	M.	S.	Ramazan	el-Bûtî, Fıkhu’s-sîre, s. 434.

34 Ziya	Demirel	-	Avni	Arslan,	Osmanlı’da Peygamber Sevgisi,	Ankara	2009, s. 63;	http://www.turkislamtarihi.

nl/makaleler/kud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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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蘭的光芒的照耀下，穆斯林社會進入到了這樣一種狀態：在

統治者的管理下，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教徒，人人都過著富足、愉快

的生活，甚至，他們不願意讓自己人成為管理者，而是邀請穆斯林來管

理自己的國家。

伯納德·萊維斯說：

“奧斯曼人簡直給基督徒施了魔法了。奧斯曼人的寬容和國家的條

件讓想過安寧生活的人都跑到他們那裡去了，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農

民期待著從自己的統治者的敵人那裡得到援助。盧索在1541年寫的一本

書裡甚至對基督徒們這樣說道：‘窮人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生活比在跟

你們一樣貪婪的王公貴族、地主和中產階級的統治下生活更好35……’”

伊斯蘭是愛的宗教

伊斯蘭是愛的宗教，愛是伊斯蘭信仰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所以，

在《古蘭經》裡，在每一個章節裡都出現的“奉安拉之名(Besmele)”這

句話裡，安拉添加了“普慈”“特慈”(一譯“至仁”“至慈”)這兩個

自己的屬性，告訴人們的就是雖然安拉有憤怒，但他更有無盡的慈愛。

《古蘭經》第一章《法諦海》章的第二節經文也提到了安拉的普慈、特

慈這兩個屬性。還有一個章節的第一節經文就是安拉的“普慈”這一屬

性，這一章經文的名字也取了安拉的這一屬性，章節名稱為——《至仁

主》。因此，“至仁主，曾教授《古蘭經》。”(“至仁主章”，55：1－2)告

訴人們的就是安拉對世人的普遍的愛，而《夜行》章更是明確地提到了 

《古蘭經》是給人類的治療與恩惠。(“夜行”，17：82)

在《古蘭經》的其他章節裡，安拉更是無數次地囑咐和勸告人們要

愛和憐憫。

另外，安拉派遣眾先知來教化世人，這也源自于安拉的至高無上的

大愛。

35 Bernard	Lewis,	“The	War	and	the	Polities”,	In The Legacy of Islam,	ikinci	baskı,	Oxford	1974, s. 15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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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派遣你，只為憐憫全世界的人36。”這句話說明瞭安拉的使者

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從他的身上體現出的慈悲與憐憫已經達到了登峰

造極的程度。下面這個事例很能體現出先知的無與倫比的愛與仁慈：

白德爾戰役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階段，但是為了和平，先知仍然向

多神教徒派出了自己的使者，而此時，多神教徒的隊伍正在鬧水荒。包

括哈克姆·本·黑紮姆在內的一些多神教徒為了取水來到了穆斯林佔據

的水塘前，當穆斯林們想阻止他們取水時，安拉的使者說道：

“你們離開那裡，讓他們取水！”

多神教徒順利地取到了水。(伊本·黑沙姆，II，261)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伊斯蘭中，信仰的第一個果實就是愛，而在

這個指導方向下生活的安拉的朋友們、僕人們，他們有以下兩個特點，

即：

a.Tâzîm	li-emrillah：在敬重、服從的狀態下執行安拉的命令；

b.Şefkat	alâ	halkillah：因為安拉而憐憫和愛所有被造物。

伊斯蘭是慈悲的宗教。深陷在罪與無知的泥塘裡的人，雖然因為自

己的行為理應遭受死亡和虧折的懲罰，但是安拉還是用憐憫和寬恕來對

待他們，並給他們機會，希望他們能夠獲得幸福。

安拉說：

“我的仁慈超越我的惱怒37。”

總之，真實地生活在伊斯蘭信仰裡的人群所構建的社會是安寧、祥

和的。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既真實地生活在今世，也渴望著後世的生

活。就像安拉的使者說的：

“自己賺取足夠的食物並滿足于安拉的恩典的穆斯林，他們已經獲

得了幸福！”(穆斯林，“天課”，125；提爾密濟，“淡泊塵世”,35/2348)

36 “眾先知章”21：107。

37 布哈裡，“認主獨一”，15、22(7422號聖訓)；穆斯林，“懺悔”，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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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斯蘭給動物帶來安寧

在先知接受啟示成為安拉的使者以前，窮人和婦女沒有價值可言。

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動物就更得不到重視了。可憐的動物們，一面為人

類服務，一面遭受著各種各樣的虐待。先知到來後，動物們才被從痛苦

中解救了出來。

艾蔔·瓦克德說： 

“安拉的使者剛來到麥迪那時，麥迪那人為了吃肉，活生生地割駝

峰和羊腿上的肉。使者說： 

‘牲畜還活著的時候割下來的肉，算已死的動物的肉，是不能吃

的。’”(提爾密濟,Sayd,12/1480)

就這樣，先知把牲畜從這一酷刑下解救了出來。

先知禁止射殺被捆綁的動物，也不允許把牲畜綁在靶子上當成飛鏢

盤。(布哈裡,“宰牲與狩獵章”，25)

先知也禁止人們無緣無故地隨意殺死動物。有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誰僅僅為了好玩殺死一隻麻雀，末日時這只麻雀將向安拉抱怨

說： 

‘我的主啊！某人在根本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殺死了我，殺死我的目

的不是為了獲得任何利益。’”(奈薩依,“達哈雅”,42)

伊斯蘭命令人們善待動物，遠離虐待動物的行為。

一個人對先知說：

“安拉的使者啊，我在宰羊的時候覺得它很可憐。”安拉的使者兩

次說道：

“對有生命的東西，即使是一隻羊，你憐憫它，安拉也憐憫你！” 

(艾哈麥德,III,436;哈克姆,IV,257)

安拉的使者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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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取食物，即使是殺死一隻鳥，如果心存憐憫，在末日，安

拉也憐憫你！”(Taberânî,	Kebîr,	VIII,	234/7915;	Beyhakî,	Şuab,	VII,	482)

一天，先知經過一位輔士的園子，遇到了一匹駱駝。這只駱駝一看

到先知，嘴裡就發出了呻吟聲，眼睛裡還流出了眼淚。先知走到駱駝身

邊，用手撫摸它的耳朵後面，駱駝安靜了下來。先知問道：

“這是誰的駱駝？” 

一個麥迪那年輕人出來了，回答道：

“安拉的使者啊，是我的駱駝。”

先知說：

“你傷害這只賞賜給你的牲畜的權利，你不怕安拉嗎？它對我說你

不給它吃飽，還讓它幹很多活。”(艾蔔·達吾德，“聖戰”,44/2549)

賽瓦戴·本·瑞比 的傳述：

“我來到先知那裡，想要一些東西。他說給我幾峰駱駝，然後，他

又對我說： 

‘回家後告訴家裡人，好好看管這些牲畜，好好喂它們飼料！告訴

他們剪指甲，省得擠奶時弄傷它們。’”(艾哈麥德, III, 484;海依薩米, V, 168, 

259, VIII,196)

安拉的使者遇到一個正在給羊擠奶的人。先知對他說道：

“哎，某人啊！給動物擠奶時別把奶水擠空了，留一些給它的孩子

們吃。”(海依薩米,VIII,196)

一天，聖門弟子艾卜德－德爾達看到一些人給駱駝身上放了好多貨

物，因為太重，駱駝都站不起來了。艾蔔德－德爾達立刻走上前，把駱

駝身上超負荷的貨物拿了下來。等駱駝能夠站起來之後，他對駱駝的主

人說道：

“如果安拉原諒你們施加在這些牲畜身上的痛苦，對你們來說這是

一個很大的寬恕。我從安拉的使者那裡聽說： 

‘安拉命令你們善待這些不會說話的動物！如果你們經過的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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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可吃，那就放牧它們；如果你們經過的地方光禿禿的寸草不生，那就

趕緊離開那裡，讓動物快走，但不要打它們。’”(伊本·哈哲, el-Metâlibü’l-

Âliye, IX, 346/1978)

在先知的這些指導下，穆斯林們對動物表現出的細心和溫柔，甚至

是伊斯蘭來臨前人與人之間都未曾有過的。一次，先知要去麥加。他穿

上了戒衣，離開了麥迪那。他們來到了一個名叫烏撒耶的地方，這個地

方位於茹外色和阿爾哲之間。在這裡，先知看到了一隻在陰影裡打盹兒

的鹿。為了不讓人們驚擾到它，先知派一位聖門弟子守護在這只鹿的身

邊，直到所有人都離開為止。(穆宛塔，“朝覲”,79;奈薩依,“朝覲”,78)

先知和聖門弟子們前去光復麥加時，他們對待動物的態度又是一幅

了不起的體現愛與溫柔的圖畫：安拉的使者帶領著一萬人的大軍從阿爾

哲向塔魯蔔前進，途中，他們看到幾隻小狗正圍著它們的媽媽吃奶。先

知立刻把祖阿伊爾·本·蘇拉卡叫到跟前，讓他照看這幾隻狗，不要讓

隊伍驚擾到它們。這種做事方式、態度，其實就是用造物主的眼光來看

待被造物。(瓦克迪,II,804)

這樣說吧，就算是一隻小小的螞蟻，安拉也不希望它們受到傷害。

《古蘭經》裡就有經文，講的就是蘇萊伊曼的大軍在行軍時，因為害怕

傷害到小螞蟻而小心翼翼地前進。(“螞蟻章”，27：18)

關於穆斯林對待動物細心、謹慎的態度，還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是

這樣的：一次，巴亞茲德·比斯泰咪從麥加回來時，路過了哈麥丹。在

這裡，他買了一些黑籽。當他到達自己的故鄉比斯泰咪時，他發現黑籽

裡有幾隻小螞蟻：

“哎呀，我讓小螞蟻背井離鄉了！”

想到這裡，他站起身來，又返回到哈麥丹，把小螞蟻放回到了買黑

籽的地方。(Feridüddin	 Attâr,	 Tezkiretü’l-Evliyâ,I,176)

穆斯林甚至為動物設立了福利機構，饑餓、生病的動物得到了照

顧，未能遷徙的鳥兒得到了安置。這種憐憫與慈愛的結果是——據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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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國時期前來遊歷的外國人回憶說——在穆斯林轄區裡，貓、狗總是

圍著人轉，而在別的地方，它們總是一看到人就跑得遠遠的。

總之，在對待動物這個問題上，伊斯蘭帶來了制度。蒙昧年代，人

們早就忘記了動物也一樣擁有屬於它們自己的權利，它們應該被善待，

尤其是，人們忘記了，而且想都不會去想，愛動物也可以獲得回賜。

一天，安拉的使者說：

“以前有一個人，他在趕路時遭遇了口渴。後來他找到了一口井，

他下到井裡，喝足了水之後爬了上來。這時他看到了一隻狗，這只狗因

為口渴而不停地在有點兒潮氣的地面上舔著。這個人自言自語地說： 

‘這只狗跟我一樣渴得夠嗆了！’他重新下到井裡，用自己的鞋子盛滿

了水，然後爬上來，把水給狗喝了。他的這個行為得到了安拉的喜悅，

安拉寬恕了他的罪過。”

聖門弟子們有些驚訝地問道：

“安拉的使者啊，因為動物我們也能得到回賜嗎？”先知回答道:

“凡有生命之物，給其飲水，必得回賜。”(布哈裡,“飲水章”，9；穆斯

林，“色蘭”，153)

3. 善待植物

一粒種子，埋在地下，然後發芽，鑽出地表，最後長成參天大樹；

各種植物、水果、蔬菜、花朵，顏色各異、種類繁多、數量上數也數不

清……全都來自黑色的土壤……仔細想想，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仔細思考這一現象的頭腦，最終會朝著創造了這一切美好事物的造

物主安拉靠攏，並會由衷地沉浸在他的莊嚴、大能、博愛和美妙等這些

美好的屬性的讚揚和欣賞裡。

穆斯林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動物和植物都

是安拉交給我們照看的委託物，既不能忽視它們，也不能浪費它們。

伊斯蘭禁止為朝覲而受戒的穆斯林和身處麥加禁區內的穆斯林砍

伐樹林、拔草、打獵，甚至禁止給打獵的人指出獵物。如果禁令遭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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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那各種懲罰也會隨之降臨。因此，即使是小罪，穆斯林也不會去

做，就像不會去傷害任何一株小草或任何一個小生命一樣，伊斯蘭希望

大家都能夠達到“無害”這種境界。

安拉的使者宣佈除了麥加以外，麥迪那與塔伊夫也算禁區，禁止人

們在那裡砍樹、破壞植被、打獵等等38。他說：

“在安拉的使者的院子裡，不要砍伐或用木棍擊打這裡的樹木。如

果必須要給牲畜餵食，那就輕輕地搖動樹枝，把葉子搖下來。”(艾蔔·達

吾德,“朝覲”，95-96/2039)

關於哈瑞賽家族的牧場，他說：

“誰在這裡砍伐一棵樹，他就一定要在那個位置上種下一棵樹。”39

艾卜·杜舒姆·艾－祖罕尼的祖父說：

“安拉的使者看到一個貝督因人用木棍用力擊打一棵樹，好讓牲口

吃掉落下來的樹葉。先知對身邊的人說： 

‘把那個貝督因人叫到我這裡來。但是你們要溫和，不要嚇著

他！’

貝督因人被帶來了。先知說：

‘貝督因人啊，你輕輕地搖動樹枝，把樹葉搖下來，不要這樣擊打

樹木。’

我到現在都好像能看到貝督因人頭頂上的樹葉。”(İbnü’l-Esîr,	Üsdü’l-Gâbe,	

VI, 351)

一方面，安拉的使者保護植物，另一方面也要求人們綠化環境。有

一次，他這樣說：

“末日來臨之時，如果你們手中還有一棵秧苗，在末日來臨之前你

們還能把它種下去，那你們就趕緊那麼做吧！”(艾哈麥德,III,191,183)

38 Ebû	Dâvûd,	Menasık,	96;	M.	Hamidullah,	İslam Peygamberi, I, 500; a.mlf., el-Vesâik, Beyrut	1969, s. 236-

238, 240.

39 Belazurî,	Fütûhu’l-büldân, s. 17;	İbrahim	Canan,	İslam ve Çevre Sağlığı,	İstanbul	1987, s.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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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種樹，先知給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如果一位穆斯林種下一棵樹或一粒莊稼，長大後結出東西，不論

人拿、獸吃或鳥啄，都是他的施捨。”(穆斯林，“合夥種植”，7)

艾蔔德－德爾達在沙姆種樹。一個人走上前來，帶著驚訝的口氣說

道：

“你是先知親近的朋友，你還自己種樹嗎？” 

艾蔔德－德爾達回答說：

“等一下，別這麼急著下結論！我聽安拉的使者這樣說過：

‘如果誰種了棵樹，而這棵樹的果實被人或任何安拉創造的生物吃

了，那這些都算是種樹人做出的施捨。’”(艾哈麥德, VI, 444；穆斯林，“合夥種

植”，7)

即使是大部隊行軍之時，穆斯林們也非常注意不要破壞樹木和植

被。比方說哈裡發艾卜·伯克爾(願主喜悅他)，在人們為出征做準備

時，他就命令人們：

“不要背叛，不要侵佔戰利品，不要不公正，不要用酷刑(削鼻

子、耳朵等等酷刑)，不要殺害兒童、婦女和老人！不要從根部砍伐棗

樹，也不要用火焚燒它們；不要砍伐果樹；不要宰殺牛、羊、駱駝——

除非是為了吃飯！如果遇到有人正在寺裡做禮拜，不要打擾他們……”40

世間的一切都在紀念安拉，但在紀念安拉這個問題上最漫不經心的

當屬人類和精靈。因此，一個穆斯林以這個意識來看待身邊的每一個事

物，穆斯林學生與兒童以這樣的意識被培養起來。

烏夫塔戴是奧斯曼帝國時期一位著名的導師。一天，他和一些門徒

們一起去鄉間參加一個聚會。他要求門徒給他送鮮花，因此，門徒們採

摘了自己認為最美麗的鮮花送給老師，只有瑪赫穆德例外，他手裡捧著

40 Beyhakî,	es-Sünenü’l-kübrâ, IX, 85;	Ali	el-Müttakî,	Kenz, no: 30268;	İbnü’l-Esîr,	el-Kâmil, II,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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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支已經凋謝了的花。在其他人都高高興興地把手裡的鮮花獻給導

師之後，瑪赫穆德向導師烏夫塔戴獻上了手裡這只已經枯萎的花。

在眾人驚異的眼神中，烏夫塔戴問瑪赫穆德道：

“瑪赫穆德，我的孩子，大家拿著的都是一束一束的鮮花，你為什

麼只拿一朵已經凋謝了的花？” 

瑪赫穆德低下頭，回答道：

“導師啊，雖然我很想送給您最有價值的禮物，可是當我的手伸出

去要摘鮮花的時候，我聽到它們都在說‘安拉，安拉’，它們是在紀念

安拉。我心裡實在不想打斷它們，所以，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採下這

朵已經不能再繼續紀念安拉的花了。”

這個回答讓導師烏夫塔戴很高興，他說道：

“胡達依，胡達依……我的孩子啊，從今後你就叫胡達依41吧！

哎，胡達依啊，從這個鄉村聚會裡只有你得到了好處！”

就這樣，瑪赫穆德有了“胡達依”這個名字。因為他看透了世間的

奧密，也瞭解安拉的大能。宇宙對他來說幾乎變成了向他敞開自己的奧

秘的一本書。在這樣一種認識下以完全服從安拉的狀態生活的艾則孜·

瑪赫穆德·胡達伊則成為了舉世聞名的幾位國王的精神導師。今天，人

們仍然絡繹不絕地去拜訪他的坐落在伊斯坦布爾市玉斯庫達爾地區的墓

地，以獲得精神上的慰藉。

4. 物體也得到安寧

伊斯蘭告訴我們，即使是無生命的東西，也要善待它們，因為它們

紀念安拉――這一點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並承載著許多奧秘。

安拉說：

“七層天和大地，以及萬有，都讚頌他超絕萬物，無一物不讚

41 “胡達依”這個詞的意思是“被引導的、已找到了正確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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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他超絕萬物。但你們不瞭解他們的讚頌。他確是容忍的，確是至赦

的。”(“夜行章”,17：44)

人的自私、注重利益和不負責任的行為會煩擾到無生命的東西，就

像煩擾有生命的東西一樣。

一天，一些人抬著亡人從先知的身邊經過。先知說：

“安息者或令人解脫者。”

聖門弟子們問道： 

“安拉的使者啊，何為安息者，何為令人解脫者？”

先知說：

“若亡者是皈信的僕人，他已從今世的艱辛和勞累上安息且得到

安拉的恩典；若是犯罪的僕人，那其他僕人，整個國家乃至樹木和牲畜

都已從他的傷害下得到瞭解脫。”(布哈裡“慈愛章”,42;奈薩依,“殯禮”,48;艾哈麥

德,V,296,302,304)

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在受到某些人的攪擾的同時，也會因為穆民

的堅持不斷的善行而得到安寧，因為穆民以安拉想要的方式生活，他們

能夠跟大地和諧共生。

阿卜杜拉·本·瑪素德說：

“一座山對另一座喊話：

‘嗨，某某山啊，今天，有紀念安拉的人從你身邊經過嗎？’

如果回答是‘有！’，那它就非常高興。”

從瑪素德那裡轉述這則聖訓的阿烏恩·本·阿卜杜拉補充說：

“難道山只聽得到壞話，而聽不到好話嗎？！不是的！他們聽好

話聽得更真切！關於山聽到壞話時是怎樣的，《古蘭經》裡是這樣說

的：”

“他們說：‘至仁主收養兒子。’你們確已犯了一件重大罪行。為

了那件罪行，天幾乎要破，地幾乎要裂，山幾乎要崩。這是因為他們妄

稱人為至仁主的兒子。至仁主不會收養兒子，凡在天地間的，將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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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像奴僕一樣歸依至仁主的。”(“麥爾彥章”,19：88-93)(Beyhakî, Şuab, I, 

453; Taberânî, Kebîr,IX,103)

這就是說，人做的壞事對時間、地點都有負面影響，反之，人做的

好事、功修、對安拉的紀念等等也能夠讓時間、地點感到愉快和輕鬆。

安拉賦予了這個世界以愛，他教給了人類去愛，甚至是去愛山、石

等無生命的東西，就像先知說過的這樣一句話：

“吳侯德山愛我們，我們也愛吳侯德山。”(布哈裡,“聖戰”,71)

我們的先知幾乎把吳侯德山當做有生命的東西，帶著愛靠近它，以

此相應，山、石也愛我們的先知。先知說：

“我認識麥加的一塊石頭，在我還未成為先知之前它就向我道過平

安。這塊石頭到現在我都認識它。”(穆斯林,“穆聖和其他先知的品德”,2)

伊曆第十世紀的時候，這塊石頭就是被稱為哈哲爾街(Zükâkü’l-

Hacer)或米熱克街(Zükâkü’l-Mirfak)的街道的那個高大的石頭。42

阿裡說：

“我和安拉的使者一起來到麥加，我們一起去了麥加的幾個地方。

我們在山林間穿行，所有的山石都對先知說：‘安拉的使者啊，祝你平

安！’”(提爾密濟, Menâkıb, 6/3626)

在先知的清真寺裡有一棵椰棗樹的樹根，先知曾經倚著它給人們

演講。因為能夠緊緊挨著先知，聽先知就在自己的頭頂上紀念安拉，這

棵棗樹根非常高興。當宣講台做好，先知開始站在宣講臺上給人們講話

後，儘管宣講台離這棵樹根並不遠，它完全能夠看到安拉的使者，也能

夠聽到他的講話，但它還是受不了了。它哭了起來，人人都能夠聽到它

的哭聲。安拉的使者從宣講臺上走下來，用手撫摸它的時候，這哭聲立

刻停止了。先知說：

42 İbn-i	 Hacer	 el-Heytemî,	 el-Cevheru’l-munazzam fî ziyârati’l-kabri’l-mükerrem,	 Beyrut	 1427, s. 155; 

Halebî,	Sîret, I,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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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因為懷念從前聽到的贊主詞而哭泣。”43

無論受話物件有無生命，安拉的使者都不說不好聽的話，更不要

說咒駡了。他告誡穆民們為它們向安拉祈求好事，為它們祈求安拉的庇

護。他告誡穆民要在正道上使用它們，不要把它們用於罪行。有一則聖

訓是這樣的：

“不要對夜晚、白天、太陽、月亮、風說不好的話。因為對一部分

人來說，它們是仁愛；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也許會成為痛苦的原因。” 

(海依薩米, VIII, 71)

“不要對地球說不好聽的話。對穆民來說，它是個多麼好的交通工

具啊：坐上它，既可以靠近美好，也可以遠離罪惡！”(Suyûtî,	 Câmiu’l-ehâdîs, 

no:16459)

“不要對風說不好聽的話！在你們遇到不好的事情時，你們就這樣

祈禱：‘主啊，我們渴望從你那裡發出的這個風帶來的東西和你讓它帶

來的東西的好處，我們在你那裡尋求庇護，讓我們遠離它帶來的東西和

它被命令帶來的東西的壞處。’”(提爾密濟,Fiten, 65/2252)

艾蔔·德爾達說：

“對詛咒地球的人，地球會對他說：‘誰反抗安拉，願安拉詛咒

他！’”(Beyhakî, Şuab, IV, 302/5187; Hâkim, IV, 348/7870)

賈比爾·本·蘇來伊曼說：

“我看到一個人，人人都來徵求他的意見，他說的任何話他們都接

受並照著做。” 

我問：‘這個人是誰？’ 

人們回答說：‘安拉的使者。’

43 布哈裡,	Menâkıb,	25,	Cuma,	26;	Tirmizî,	Cum’a	10,	Menâkıb	6;	Nesâî,	Cum’a,	17;	İbn-i	Mâce,	İkâme,	

199;	Dârimî,	Mukaddime	6,	Salât	202;	Ahmed,	I,	249, 267, 300, 315,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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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安拉的使者啊，祝你平安«– ِ ــاََُم َيا َرُســوَل اللّٰ 我說了兩 :َعَلْيَك السَّ

遍。安拉的使者回答我說：

‘不要說«–Aleyke’s-selâm,;這是對亡人說的話。你應該說. 

َاُم َعَلْيَك ’َالسَّ

我問：‘你是安拉的使者嗎？’先知回答道：

‘我是，當你因煩惱和痛苦而祈禱就把你從煩惱和痛苦中解救出

來，當你因貧窮而祈禱就給你收穫，當你在沙漠中因丟失了駱駝而祈禱

就讓你找到駱駝的安拉派給全人類的使者！’

聽到這個回答，我說道：‘請給我一些忠告吧！’

安拉的使者回答道：‘不要對任何人說不好的話！’ 

從那之後，無論男女奴隸，無論是駱駝還是羊，我再也沒有對任何

人、再也沒有對任何動物說過不好聽的話！”

然後，他繼續講述先知給他的忠告： 

“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善行。對人說話時微笑，因為這也是善行……

別讓衣服過長，拖在地上，因為這是自大和得意的表現——安拉不喜歡

自大和驕傲的人。如果有人對你說惡言，或者因為什麼事嘲笑你，你不

要因為你所知道的有關的他的缺點而指責他。他的行為的嚴重後果只由

他自己負責！”(艾蔔·達吾德，“服飾”, 25; 海依薩米, VIII, 72)

安拉說：

“至仁主的僕人是在大地上謙遜而行的；當愚人以惡言傷害他們的

時候，他們說：‘祝你們平安。’”(“準則章”,25：63)

“傷哉！每個誹謗者 ,詆毀者 ！”(“誹謗者章”,104：1)

魯格曼·哈克姆是一個黑人。一個人對他說:

“魯格曼啊，你長得可真難看！”

魯格曼給了他一個非常機智的回答：

“你是在嘲笑圖畫還是在嘲笑畫家？”(İsmâil	Hakkı	Bursevî,	Rûhu’l-Beyân；“

魯格曼章”,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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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事物都是安拉創造的，其中蘊含著各種各樣、許許多多的奧

秘在裡面，所以，我們不應該小看任何事物。

伊斯蘭就是這樣給世間事物帶來安寧的。緊緊擁抱伊斯蘭的人，他

們不但為自己找到了安寧，也給身邊的事物、周圍的環境帶來了安寧。

他們的去世會讓天、地與人一同哭泣。當世間萬物因失去這樣的好人而

難過時，墳墓裡的人和天使卻是用喜悅和歡欣來迎接他們。這樣的人，

在今世他們如此美好，在後世那個永恆的生活中，他們只會生活得更

好！不信仰伊斯蘭的人，就像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煩擾世間萬物和其他

人一樣，死了之後，他們也會煩擾到與他們為鄰的其他墳墓裡的人。在

他們死了之後，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人們在想起來他們時，都會說出這

樣的話：

他既沒讓自己感到輕鬆，也沒讓世界得到安寧,

去世了，該輪到墳墓裡的人們忍受他！

主啊！求你讓我們好好地領悟伊斯蘭，在生活中好好地實踐它，

並讓我們以此獲得兩世的幸福與平安！主啊，求你讓我們的手、我們的

嘴不要傷害任何被造物！我們的主啊，求你保佑我們不傷害別人，也不

被人傷害！主啊，求你讓你賜給我們的所有器官與給養都用在你的大道

上！阿敏！

(四) 伊斯蘭讓人在那個永恆的生活裡得到平安

仔細分析人的身體成分時發現，其成分與自然界的土壤的成分是一

樣的。土壤裡的這些成分，時候一到，被植物吸收，從植物轉到有些動

物身上，然後作為精子，駐紮在父親的睾丸裡，從這兒移到母親的子宮

裡，然後變成了胎兒。這個胎兒在子宮裡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後慢慢

發育。在那裡他在水裡生活，從母親的血液裡吸收營養。過了一段時間

後，他又不得不離開母親的子宮，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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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生活與之前的生活不一樣，現在不可能生活在液體裡，或由血吸收

營養。

跟人的出生一樣，人死之後也要到一個新的世界裡去。那個世界裡

的生活狀態、條件跟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態、條件是不一樣的。那個世界

裡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我們需要為在那裡的生活做什麼準備，安拉已經

通過先知們給我們傳達了相關的資訊。這些資訊是否被領悟，這取決於

人在今世達到的精神境界的高低。因此，很多人只有到了那個後世以後

才能明白很多事情。這個情況類似於母親子宮裡的胎兒關於今世的學問

的局限性。

有一點不能忘記，那就是，人在今世裡買的最後一件衣服是裹屍

布，而總有一天，這塊裹屍布會裹住人的身體，昭示生命終結，然後，

今世裡所做的一切買賣、擁有的嗜好、世間的各種誘惑、誘人的光鮮外

表……都將被蓋上“報廢”兩個字。

根據《古蘭經》和聖訓傳達出來的資訊，今世的生活能夠顯示出

死後的生活。以安拉喜愛的方式生活的人，墳墓對他們來說是樂園裡眾

多的花園中的一個，對不服從安拉的人來說，墳墓則是火獄裡的一個火

坑。(提爾密濟“復活日”,26)

經過墳墓中的生活之後，人就到了被清算的時刻，人要經歷的第

三個生活也就隨之拉開了序幕。這第三個生活，是沒有盡頭的永恆的生

活。人在這個永恆的後世生活過得好還是不好，這一樣取決於人在今世

的生活。

到了那天，一本記錄著人在今世裡的行為的本子，也就是功過薄被

打開了，安拉將說：

“(說：)‘你讀你的本子吧！今天，你已足為自己的清算人。’”(“夜行

章”，17：14)

到了那一天，其他見證者都出現了。經文裡是這樣說的：

“在那日，安拉的敵人將被召集到火獄去。他們是受約束的。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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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到火獄的時候，他們的耳目皮膚將作證他們的行為。他們將對自己

的皮膚說：‘你們為甚麼作不利於我們的見證呢？’它們將說：‘能使

萬物說話的安拉，已使我們說話了。他初次創造你們，你們只被召歸於

他。’”(“奉綏來特章”，41：19-21；“光明章”，24：24；“雅辛章”，36：65)

“在那日,大地將報告它的消息，因為你的主已啟示了它。”(“地震

章”，99：4-5)

那一天，所有人都將陷入到後悔當中：穆斯林將後悔自己為什麼

沒有再多做一點好事；犯罪的人、無信仰的人將後悔自己為什麼沒有信

仰，為什麼沒有放棄罪行，他們在強烈的後悔中痛苦不堪44。朝火獄跌落

下去的人因恐懼而大聲喊叫：

“我的主啊！要是你現在免除這懲罰，讓我們重新回到塵世，我們

一定放棄曾經有過的所有錯誤行為，一定照你希望的那樣做好事！”

但安拉會說：

“……難道我沒有延長你們的壽數，使能覺悟者有覺悟的時間

嗎？警告者已降臨你們了。你們嘗試刑罰吧，不義者絕沒有任何援助

者。”(“創造者章”，35：37)

在那個艱難的一日，人類最大的援助者就是伊斯蘭，也就是我們的

先知所描述的信仰和善行。在那個考驗人的今世結束，人人被清算，人

們因自己的行為或得到回賜，或得到懲罰的那個嚴酷的一日，只有伊斯

蘭，才可以給那些信仰它的人帶來平安！

就像在今世的生活中只有伊斯蘭可以給人帶來安寧一樣，在後世那

個永恆的生活中，也只有伊斯蘭可以讓人得到平安。安拉說：

“安拉所喜悅的宗教，確是伊斯蘭教。……”(“儀姆蘭的家屬章”3：19)

“舍伊斯蘭教而尋求別的宗教的人，他所尋求的宗教，絕不被接

受，他在後世，是虧折的。”(“儀姆蘭的家屬章”3：85)

44 提爾米茲，”淡泊塵世”，59/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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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猶太人問哈裡發歐麥爾：

“穆斯林的長官啊，你們的經典裡有一節經文，你們長期在誦讀。

如果把那節經文給我們猶太人，我們一定會把那一天奉為節日的！”

歐麥爾說：

“是哪一節經文？” 

“是：‘……今天，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賜

你們的恩典，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筵席章”,5：3)’這節

經文。”

歐麥爾回答道：

“我們非常清楚那一日和降示給先知的地點：那天是聚禮日，先知

正駐在阿拉法特。”(布哈裡,“信仰”,33;“戰役”,77;“古蘭經注”,5/2;穆斯林，“古蘭

經注”，3-5)

對穆斯林來說，那一天既是古爾邦節前夕，又是主麻日。

這節經文告訴我們，從先知擔負起安拉的使者的使命那一刻起，在

安拉的眼裡，人類應該信奉的宗教就只有伊斯蘭，除伊斯蘭之外的其他

宗教和信仰都是不被接受的，因為，以前的先知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

先知的時代已開始。安拉的使者就這個問題有過這樣的訓辭：

“以掌握穆罕默德的生命的主起誓：任何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

督徒，如果他們聽到了我的話，但是到死時仍不信仰派遣了我的安拉，

那麼毫無疑問，他將成為火獄裡的人！”(穆斯林，“信仰”,240)

“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我是安拉的使者！對這兩點毫無

疑義的人，當他們歸真時，他們將進入樂園！”(穆斯林，“信仰”,44)

心因記憶安拉而安寧

人的結構有物質的一面，即身體；也有精神的一面，即靈魂。它們

兩個都有一些不同的需求。但不幸的是，今天，更多的人只專注於滿足物

質上的需要。可是身體是短暫的，精神才是永恆的，忽視精神需求的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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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會陷入到困惑和憂悒當中。有一種辦法可以使人擺脫這些困境，使他獲

得永恆幸福，那就是緊緊跟隨伊斯蘭信仰和功修。《古蘭經》說：

“……真的，一切心境因記憶安拉而安靜。”(“雷霆章”，13：28)

目前的很多疾病的原因是精神壓力，甚至精神疾病數量超越了身體

疾病。然而，當我們瞭望先知時期，不會發現得了精神病的任何一個穆斯

林。因為他們的心充滿著《古蘭經》和聖行的精神、愛和激情。這個足夠

滿足他們的靈魂和精神世界的需要。當然安拉在《古蘭經》“夜行章”裡

說：“我降示可以為信士們治療和給他們以恩惠的《古蘭經》。”(17：82)

同樣，安拉在《古蘭經》裡說，他把慈恩降給那些遵從《古蘭經》

和追隨先知的人們：

“……‘我的慈恩是包羅萬物的。我將註定以我的慈恩歸於敬畏安

拉，完納天課，而且信仰我的跡象者。’他們順從使者——不識字的先

知，他們在自己所有的《討拉特》和《引支勒》中發現關於他的記載。

他命令他們行善，禁止他們作惡，准許他們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們吃

汙穢的食物，卸脫他們的重擔，解除他們的桎梏，故凡信仰他，尊重

他，援助他，而且遵循與他一起降臨的光明的人，都是成功者。”(“高處

章”,7：156-157) 

先知給人類帶來的神聖的道德、他的教育和影響就像靈丹妙藥一

樣，神奇地改變了野蠻的、幾乎沒有人性的愚昧社會，在短短的時間內

這些曾經的野蠻人變成了人類歷史任然羡慕的“聖門弟子”，打造出了

超越想像的優秀文明。曾經的無知、無情的人們變成了有文化的人；野

蠻人變成了文明人；吝嗇、小氣的壞人變成了清廉、正直、虔誠敬畏的

人；也就是說，他們變成了細心溫柔的、心中充滿了對安拉的愛和敬畏

的一群人。

想像一下，一個人無情地活埋自己的女嬰；再想像一下，他的心如

何像石頭一般僵硬；他把自己的奴隸看成一個簡單的東西，侮辱他、虐

待他。上述這樣粗劣、無知的人們皈依伊斯蘭教以後，在學問、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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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節和良心方面更上幾層樓，在人類歷史上打造出了優秀的文明。在愚

昧時期，人道和文化水準幾乎為零的這些人，開始實踐伊斯蘭道德時，

幾乎達到了珠穆朗瑪峰那樣極高的境界(水準)。

由此可見，凡是參考和運用了《古蘭經》的慈恩的社會和個人，他

們不盡在今世享受幸福，而且在永恆的後世裡也可以獲到幸福。而沒有

認識信仰和伊斯蘭的精神的人，不但在今世得不到心靈的安慰；死亡後

他將面臨痛苦和磨難。





第二章

信仰的基礎

安拉所賦予人的本性的一個特征就是，人的內心只有正確的

信仰才能得到安寧。因此，落入無神論的沼澤地或跟隨邪教來虐

待自己本性的人，總是感到焦慮、困惑和空虛，他的內心無法得

到安寧。擺脫這種狀態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追隨穆聖，他是偉大的

安拉賜予人類的最大的恩典。追隨他，讓信仰在溫暖的春天裏萌

芽並茁壯成長。成為他的穩麥是我們的榮幸和尊嚴，保護這個信

仰的尊嚴的人是高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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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主獨一（清真言）

信主獨一，或者說是作證詞，指的是接受並宣告只信仰安拉，除安

拉外沒有任何其他神明，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是安拉的僕人和使者。

阿拉伯語如下：

ً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 َوأَْشَهُد أَنَّ ُمَحمَّ أَْشَهُد أَْن َل ِإٰلَه ِإلَّ اللّٰ

“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我又作證，穆罕默德是他的僕人

和使者！” 

謝爾比是再傳聖門弟子中的大師級人物，他說：

阿迪依·本·哈提姆抵達庫法後，我們和庫法一些教法學家們前來

會見他。當時，我們對他說：“請你給我們講述從安拉的使者那裡你所

聽到的聖訓。”他說：“我曾經去見穆聖，穆聖說：‘阿迪依啊！歸信

伊斯蘭吧，你會得到平安。’我問：‘何謂伊斯蘭？’穆聖回答：‘就

是你見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見證我是安拉的使者，並且歸信一切前

定，不論善惡或甜苦。’”(伊本·馬哲，“遜奈”，10/86)

在另一則聖訓中，關於信仰的基礎，安拉的使者說了下麵這段話： 

“信仰就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先知、信後世，信前定，

無論好壞。”(布哈裡， 《信仰》，37； 穆斯林，《信仰》，1, 5； 提爾密濟， 《信仰》，4； 

艾蔔·達吾德，《聖行》，16； Ahmed, I, 97)

信主獨一，就是遠離一切讓人遠離安拉的事物，就是在心裡對任何

事物的愛都無法超越對安拉的愛。認主獨一，可以防止因私欲的需要而

崇拜偶像，從而使心靈徹底摒棄偶像崇拜。

對那些內心裡還秘密地崇拜偶像的人，安拉給他們發出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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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告訴我吧，以私欲為其神靈者，你能做他的監護者嗎？”(“準

則”,25：43) 

把透鏡放在陽光底下，焦點下的東西都能被燒成灰燼。專心於認

主獨一的心靈也需要這樣的清潔——把內心裡的雜質、雜念燒成灰燼。 

《古蘭經》告訴我們，讓心靈時刻與安拉在一起，時刻紀念安拉，這樣

才能夠得到內心的安寧。

“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義而宣讀！”(“血塊章”,96：1) 

這是降示給我們的第一節經文。這節經文告訴我們，我們做事應當

只為安拉，只為得到他的贊許。

這樣的話，心可以從安拉的美好的尊名的顯現中得到它應該得到的

東西，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尋求安拉，都感受到安拉的無所不

在。擁有這樣心路歷程的穆民，任何事物都是讓他看到安拉的視窗，他

也在對安拉的莊嚴、偉大的讚歎中帶著對他的了不起的傑作的愛和狂喜

中生活。

成熟的心靈能夠顯現出這樣的品質來：

普慈和特慈：在心中擁有安拉的普慈、特慈的特性的穆民，他的仁

慈遍及他所能到達、觸及的任何地方。他們是窮人的避風港。作為人，

他們不會漠視任何一個生命的有聲的或無聲的呼救，因為愛是信仰之樹

結出的第一個，也是最好的果實。

寬恕：安拉是至恕的，成熟的穆民也是一樣，因為在“不懂得寬恕

的人也得不到寬恕！”這一規律下，為了獲得安拉的寬恕，成熟的穆民

也會寬恕安拉的僕人。對侵犯自己權利的人心裡不存一點點怨恨，這是

天使的境界，是成熟的心靈的傑作，是最了不起的精神上的英雄氣概。

高貴：高貴的人首先是慷慨的，然後，在慷慨的基礎上，他們又用

各種美好的道德武裝自己。成熟的穆民是高貴的。

穆民：被安拉稱作“穆民”的人，他們的心時刻感覺自己就在安拉

的注視之下，並因之而成為了了不起的信仰的代理人。他們忠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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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並時刻注意加強自己的信仰。他們努力地向周圍的人傳達、灌輸信

仰，保護自己和周圍的一切遠離各種罪惡的同時，也保障自己與周圍一

切的安寧。

忍耐：忍耐的心靈所達到的了不起的境界是：面對眾多的艱難困

苦，他們仍然能夠找到內心的安寧，因為他們知道，忍耐今世裡的痛

苦，換來的將是後世裡甜美的果實和永恆的幸福。

1. 認主獨一（清真言）的重要性

認主獨一(清真言)是一個人進入、參與伊斯蘭時邁出的第一步，

是做出的第一個確認，是在隨後的生活中以“人”的身份出現的身份證

明。說出“認主獨一”這句話的人，他們相信安拉是獨一無二的，接受

伊斯蘭是神賜予的最後的宗教。所以，認主獨一是信仰的基礎和根基。

“認主獨一”這幾個字非常強大，它拯救全人類，引導人類進入永

恆的幸福。

這句話，是各種表述之中的重中之重，是伊斯蘭信仰的其他基礎及

其細節的基礎。所以，用作證詞表述出來的信仰是所有功修中的優先。

功修與信仰同在，但功修有特定的時間要求，一定要在相應的時段內履

行，比方說禮拜，每天的五番拜功是主命，但信仰不分時段，任何時候

都是主命 。在任何時候，心都要遠離讓人遠離安拉的事物，都要保護自

己的信仰時刻處在精神飽滿的狀態。信仰容不得絲毫的含糊和不足，任

何時候都需要被保護，都不能夠被拖延。

“認主獨一”是用心作證自己的信仰，而在用舌頭說出這句話時，

則是在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是穆斯林了。如果一個人心裡沒有完全的“認

主獨一”，那他所做的一切好事和善行對他的後世都不會有任何裨益。

但是安拉是公正和充滿仁愛的，所以會賜予這樣的人今世裡的容易和恩

典。(穆斯林，“偽信士”,57,56)

安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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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你不知道安拉有過這樣一個比喻嗎？一句良言，好

比一棵優良的樹，其根柢是深固的，其枝條高聳入雲，憑主的許

可，按時結果。安拉為眾人打了許多比方，以便他們記取教誨。  

一句惡言，恰似一棵惡劣的樹，從大地上被連根拔去，絕沒有一點安

定。”(“易卜拉欣章”，24-26)

關於這幾節經文，伊本·阿巴斯說：

“作證詞是：其根在穆民的言語裡和心裡，其枝條伸展在天空中，

因此，穆民的善行是展示在天空中的，而惡言，只屬於多神崇拜、不信

神和沒有信仰的語言範疇，惡言與善行毫不相干。”

從出生到死亡，人應該時刻都認主獨一，就像先知說的：

“在孩子牙牙學語之時，你們要好好地教他們說這句話：‘ ِإلَّ ِإٰلــَه   َل 

ُ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Beyhakî :اللّٰ Şuabu’lman，VI, 398)

在和阿卜杜穆塔里布的一個後代說話時，他把“夜行章”第111節

經文教了七遍：

“你說：“一切讚頌，全歸安拉！他沒有收養兒女，沒有同

他共用國權的，沒有為免卑賤而設的輔助者。你應當讚頌他的尊

大。”(Abdurrezzak,	 IV,	 334；	 İbn-i	 Ebî	 Şeybe,	 I,	 348)

聖門弟子們也是一樣，在開始與小孩子說話時，他們總是先說七

遍‘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Abdurrezzak, IV, 334) :َل 

活著的時候，要在認主獨一的狀態下生活，死的時候，也要作證信

仰，這樣靈魂才能得到安寧。

一天，哈裡發歐麥爾看到聖門弟子塔里哈很不開心，他問他為什

麼，塔里哈回答道：

“安拉的使者有一天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知道一句話，在一個人

死的時候，如果他說了這句話，記錄善行的本子上就會出現一道光，而

屍體與靈魂也因這句話在死亡之時得到了安拉的喜悅、憐憫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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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還沒等我來得及問安拉的使者這是哪句話時，安拉的使者就

歸真了。就是因為這個，我不開心。”

聽到這個回答，歐麥爾說道：

“我知道這句話，這句話是安拉的使者在他的叔叔(艾卜·塔里布)

過世時非常渴望其說出來的那句話：‘ ُ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 :َل ِإٰلَه ِإلَّ اللّٰ

。如果他還知道有哪句話比這句話更能拯救他的叔叔，那他毫無疑問會

希望他說出那句話的。”(伊本·馬哲，“禮儀”，54；艾赫邁德，I, 6)

安拉的使者說：

“你們要不斷地提醒將要死去的人說‘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穆斯林，“殯)”！’َل 

禮”，1,2)

“死前說出的最後一句話是‘ ُ ·的人能進入樂園。”(艾蔔’َل ِإٰلــَه ِإلَّ اللّٰ

達吾德，“殯禮”，20/3116；艾赫邁德, V, 247； Hâkim,I,503)

“怎樣活著就怎樣死去，怎樣死去就怎樣被覆生！……”(Münâvî,	

Feyzü’l-Kadir,	 V,	 663)

在認主獨一的狀態下生活，在認主獨一的狀態下死去，然後得到認

主獨一帶來的幸福與王權，這是多麼好的事情啊……

2. 認主獨一的尊貴性

“認主獨一”把人帶進伊斯蘭的大門，同時用心和嘴說出這句話也

是僕人經常要履行的一項功修，這項功修能讓僕人獲得豐富的獎賞。就

像安拉的使者說的：

“最貴的贊詞是‘萬物非主，唯有安拉’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提爾密濟，“杜)”َل 

阿”，9/3383；伊本·馬哲，“禮儀”，55)

“祈禱中最有用的是懺悔；功修中最有用的是認主獨一。” (Ali	

el-Müttakî,	 I,	 483/2112) 

一天，安拉的使者說：

“更新你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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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門弟子們問道：

“安拉的使者啊，我們怎麼才能更新自己的信仰？”

安拉的使者回答道：

“多多地說：“萬物非主，唯有安拉”–«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這句話 «َل 

(Ahmed,	 II,	 359； Hâkim, IV, 285/7657)

艾蔔·塔里布的女兒烏姆·哈尼(願主喜悅她)請求安拉的使者：

“安拉的使者啊，我老了，身體也不好。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我能

坐著履行的功修？”

安拉的使者回答道：

“說一百遍 « ِ اللّٰ » Sübhânellâh»45，一百遍 : ُســْبَحاَن  ِ لِلّٰ  : َاْلَحْمــُد 

el-Hamdülillâh»46，一百遍 «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伊本·馬哲，“禮儀”，56；艾赫邁) ”«َل 

德,VI,344)

紀念安拉，尤其是多多地念清真言，是有專門的用途的。下麵是聖

門弟子謝達德·本·埃烏斯的傳述：

一次，我們圍坐在安拉的使者的身邊。他對我們說道：

“你們中有陌生人嗎？”這裡的陌生人指的是有經之人。 

我們回答說：

“安拉的使者啊，沒有。”

安拉的使者讓我們關上門，然後說道：

“伸出你們的手來，說« ُ ”！«َل ِإٰلَه ِإلَّ اللّٰ

我們把手指指向天空，說了一段時間的« ُ ，然後緊接著。 «َل ِإٰلَه ِإلَّ اللّٰ

安拉的使者把手放下來，開始祈禱： 

“我的主啊，萬贊全歸於你！你把我和這句話一起派遣了下來，你

45 Sübhânellâh: 贊主清高 

46 el-Hamdü	li’llâh:	一切讚頌全歸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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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說出並實踐這句話，並對此承諾以樂園為我的報酬。你是絕不爽約

的！”

然後，安拉的使者又對聖門弟子們說道： 

“你們有好消息了！真的，安拉寬恕了你們！”(艾赫邁德,IV,124)

另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 ُ 以安拉看來，清真言的地位和價值很高。內心忠誠地 «َل ِإٰلــَه ِإلَّ اللّٰ

說出清真言的人，安拉讓他進入樂園；內心並不相信這句話但卻用嘴說

出來的人，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是受到保護的，但是在與安拉會面之時，

安拉是要對其進行清算的。”(Heysemî, I, 26)

信仰，要用舌頭說出來，要用心來證實。只用舌頭說出來，內心裡

並不相信，或者理智上認可，但卻並不付諸於行動，這些都是沒有價值

的。安拉把那些只用理智來思考精神方面的知識的人比作馱著經典的牲

畜。47

安拉說那些用舌頭說出來、用心來作證信仰的人是心存敬畏的人。

《創造者》章中有節經文是這樣說的：

“……安拉的僕人中，只有學者敬畏他……”(《創造者》，35：28)

清真言出自內心的時候，才有價值。就像在複生日，能夠獲得安拉

的使者的說情搭救而成為最幸福的人是內心裡真心實意虔誠地誦念“َل ِإٰلــَه 

ُ اللّٰ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的人。(布哈裡，《知識章》，33；《慈愛章》，51)“:ِإلَّ 

但是，只認主獨一並不足以讓人獲得完全的拯救。皈信伊斯蘭之

後，有一些責任和義務是必須完成和履行的。簡單地說，就是必須服從

安拉的命令，遠離被禁止的事物。對此，安拉的使者說過這樣的話： 

“信仰有六十幾個分支，其中最高等級的是說‘ ُ اللّٰ ِإلَّ  ِإٰلــَه  最低等’َل 

級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知恥也是信仰的一個分支。”(穆斯林，《信

仰》58；布哈裡，《信仰》，3；艾蔔·達吾德，《聖行》，14)

47 “聚禮章”，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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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聖門弟子們不光在口頭上念清真言，他們在實際行動上以

著愛表現出內心深處的認主獨一。

有人問沃赫蔔·本·穆奈比赫：

“樂園的鑰匙難道不是‘ ُ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嗎 َل ِإٰلَه ِإلَّ اللّٰ

沃赫蔔回答道：“是的，那是一把有齒的鑰匙，你帶著這個有齒

的鑰匙，才能打開樂園的大門，否則，樂園的門不會為你打開。”(布哈

裡，“殯禮”,1.提爾密濟，“信仰”，17/2638)

有人對巴亞茲德·比斯泰咪說：

“‘萬物非主，唯有安拉’這句話是樂園的鑰匙。” 

巴亞茲德回答說：“是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齒的鑰匙是

打開不了樂園的大門的。認主獨一的鑰匙的齒是這些：” 

1)不要擁有一張撒謊、背談、閑言長語的嘴，

2)不要擁有一顆詭計多端、大逆不道的心靈，

3)不要擁有一個裡面存滿非法和可疑食物的胃，

4)要擁有(沒有自大、驕傲、炫耀)清廉的善功。48

（二） 信安拉

人的理智沒有能力全面、完整地瞭解從無中創造出天、地及其間一

切事物的安拉。人是通過五個感官、理智和心來獲取知識的，但這些認

知工具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認知能力只能有限的認識事物，想

通過能力有限的認知工具來瞭解永恆、純粹、永遠，那是不可能的。我

們從知識的海洋裡能夠汲取的知識，充其量不過一小杯而已。

赫澤爾與穆薩先知在一起的時候給他顯示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情景，

穆薩先知驚訝不已。那個時候，甲板上落下了一隻鳥，銜了一口水，赫

澤爾說：

48 Abdülmecîd	el-Hânî,	el-Hadâiku’l-verdiyye,	Dımeşk	1996, s.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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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薩，你看，你的知識和我的知識，再加上全人類的知識，與安

拉的知識相比，就如這只小鳥嘴裡銜的海水的分量。”49

因此說，用人的思維、能力去思考安拉的本體，這是猜忌和想入

非非，除了會損傷信仰，什麼都不會得到。我們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遠

的距離，我們的耳朵也只能聽到一定遠的聲音，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器官

其能力和氣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同樣的，我們的思維能力也一樣是有限

的，在我們的思維能夠理解、瞭解的範疇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世界、

領域存在。如果非要讓我們的頭腦去思考那些超越其自身能力的東西，

那頭腦是會發瘋的。所以，安拉的使者說：

“你們去想安拉的創造和他的恩典，但是不要像思考一個人那樣思

考他，因為你們不可能完全瞭解他的大能。”(Bkz.	Deylemî,	 II,	56；	Heysemî,	 I,	81； 

Beyhakî,	Şuab, I, 136)

伊本·阿拉比(v. 638/1240) 說：

ُ َوَراَء ٰذِلَك ُكلُّ َما َخَطَر ِبَباِلَك َواللّٰ

“你們怎樣想安拉都可以，但無論怎樣，他都是超越你們的想像

的。”

安拉的一個屬性就是：“Muhâlefetün	 li’l-havâdis:不與任何一物相

似”。

為了去瞭解安拉的威嚴、大能與仁慈，穆斯林們經常被鼓勵思考。

思考時要觀察從一個屬性到這個屬性的擁有者，從作品到這個作品的創

造者，從藝術到藝術家，從原因到結果的整個過程。從微觀到宏觀，這

個宇宙裡的任何東西，都是反映和展示安拉的大能的一面鏡子。用感性

(認識)的、健康的意志和純潔的思維來關注安拉的屬性和行為(作品)的

話，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否認造物主的存在的。因為否認開始於理性的活

動(思考)和心靈的感應發生衝突之時。擁有健全頭腦的人，即使他出生

49 布哈裡，“《古蘭經》注釋章”,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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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否認(創造主)的環境裡，他也非常有可能把自己從這種否認中拯救出

來。關於這一點，《古蘭經》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先知易卜

拉欣出生並成長在多神信仰的環境裡，但是憑藉著純潔的理性和心靈的

感受，他仍然認識到了安拉的存在和獨一。

因此，有健康頭腦的人不會成為一個否認者，因為只靠否認一個

事物的存在，這並不能說明問題，想否認，是需要能夠令人信服的證據

和依據的，只用“沒有”來回答那些出現在生活和宇宙裡的無法解釋的

問題以及死後的生活，就像一個已經生病卻意識不到自己生病的人一

樣——他們已經饑腸轆轆了但卻說“我不餓”；被麻醉劑麻醉的人，就

算用剪刀裁剪他們的身體，他們也不會有感覺。就像這樣，面對偉大的

真理，心靈生病了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樣的人大有人在。安拉形容

這些人為：“瞎子，聾子.......。”(“黃牛章”，2：18)

安拉給每一個人的本性中都注入了對信仰的需要和認識真理的能

力，但是，一些人蒙上心靈的眼睛，堵上心靈的耳朵，使自己遠離了正

信和真理，否則的話，即使是這些否認者，他們的內心深處也能夠意識

到安拉的存在，但精神上的有眼無珠和充耳不聞掩蓋了這種潛意識裡的

認識，這種潛意識裡的認識就好像記不起來的夢境，或者關在籠子裡無

法飛翔的的鳥兒……

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在人自己臆造出來的宗教裡還是

在天啟的信仰裡，都有“信仰安拉”這樣一個概念，但是隨著時間的流

逝，這個信仰偏離了認主獨一的軌道，走進了各種各樣的謬誤當中。因

為他們的信仰有悖於獨一的造物主擁有完美的屬性這一真理，因此，伊

斯蘭不接受這種偏離了正軌的信仰。

安拉的使者說過這樣一則聖訓，點明的就是人類對安拉的信仰偏離

了正軌：

“安拉說：人類否認我，他不應該否認我；人類還罵我，他不應

該罵我。他對我的否認，就是他聲稱我不能夠像初次一樣複造他；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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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罵我，就是說我納人為子。贊我超絕，我不會有妻子和孩子。”(布哈

裡，“《古蘭經》注釋章”，2/8)

在末日，在安拉看來，唯一正確的信念只來自伊斯蘭。根據安拉和

他的使者們的講述，伊斯蘭描述了安拉一些的屬性，並且絕不接受安拉的

這些屬性有缺陷或有附加條件這樣的觀點。這些屬性，按照最被普遍接受

的方式總體來說分為兩類: 1)安拉的本體的屬性 , 2)安拉的德性與大能

安拉的本體的/本然的屬性

自我存在Vücûd:安拉是存在的，他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依賴物，所以

他被稱作“vâcibu’l-vücûd”即必然存在，他不存在的可能性是沒有的。

除安拉外，所有其他存在物都是他創造出來的，是可有事物，也就是

說，它們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無始而原有的Kıdem:從存在的因果關係來看，首先要有“因”，那

這個因就必須自我存在，不需要借助於其他任何物。而這個因，就是安

拉。因此，安拉的存在沒有開始，而其他任何物的存在都是以他為開始

的。他是從來就有的，是永恆的、永存的。

無終而永存的Bekâ:他的存在沒有盡頭，他是永恆、永存不滅的。

獨一的Vahdâniyet:安拉是獨一的。無論從本質上、屬性上還是行為

上，他絕無夥伴，也沒有一物與他相似。

從這個世界初造之時，這個世界的進程所展示出來的完美的規律，

其本身就蘊藏著無盡的奧秘。每一個事物都完美地體現出它們全都是同

一個大能者之作。假如這個大能者不是獨一的，而是不計其數的，那

麼，他們會在各自的意志差異之間導致宇宙的規律發生混亂的狀態，甚

至淩亂不堪。以至於生活無法有秩序地維持下去。尊貴的《古蘭經》中

這樣提到過：

“安拉沒有收養任何兒子，也沒有任何神靈與他同等；否則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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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靈必獨佔他所創造者，他們也必優勝劣敗。讚頌安拉，超乎他們的描

敘。”(“信士章”,23：91)

“除安拉外，假若天地間還有許多神明，那末，天地必定破壞了。

讚頌安拉——寶座的主——是超乎他們的描述的。”(“眾先知章”,21：22)

如果從頭到尾仔細觀察《古蘭經》，不難發現安拉要求僕人們必須

做到的最重要的功修是有關安拉的本體的信仰。這個信仰最敏感、最關

鍵的重點是認主獨一。認主獨一的信仰決不容忍以物配主。因此，以伊

斯蘭看來，舉伴安拉是引起安拉惱怒的重大罪行。《古蘭經》裡很多經

文警告我們要遠離以物配主：

“……誰以物配主，安拉必禁止誰入樂園，他的歸宿是火獄。不義

的人，絕沒有任何援助者。”(“筵席章”5：72)

“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啟示說：“如果你以物配主，則你的善

功，必定無效，而你必定成為虧折者。”(“隊伍章”，39：65)

“安拉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惡，他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這

差一等的罪過。誰以物配主，誰已犯大罪了。”(“婦女章”，4：48)

如果一個人做了成千上萬件善功，但他完全不相信安拉獨一的屬

性。那麼他的這些善功對他毫無價值可言。比如說，你給某個人很多物

質禮物時，又對他的人格和尊嚴進行侮辱。那麼，他會感激你的這些物

質禮物嗎？從這個角度來看，否認安拉是重大的罪行。如果一個人在否

認安拉或者舉伴安拉的情況下死去，安拉不會原諒他。如果那個人在死

之前向安拉懺悔、不否認也不舉伴，並且祈求得到安拉的寬恕，那麼，

安拉會原諒他。因此，安拉要求他的僕人們首先確立正確的信仰，之後

再去行善

無相似Muhâlefetün	 li’l-havâdis:安拉沒有配偶，無一被造物與他相

似，所以，用任何屬於人類的屬性來描述他都是不對的。 

自立Kıyâm	 bi-nefsihî:安拉是自我存在的，是永恆的，永存的。他的

存在不需要任何依賴，而任何其他物的存在都需要依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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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德性與大能

教義學家認為，安拉具有無始的八個德性(屬性)包括：活(原活

hayat)、知(原知ilim)、聽(原聽semi)、觀(原觀basar)、意欲(irade)、能

(原能kudrat)、言(原言kelam)、造化(tekwin)。

活：安拉是有生命的。安拉擁有持續的、絕對的和永恆的生命，他

本身就具有這個特點。所有被造物的生命是安拉的這個偉大屬性的一丁

點體現，但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

有生命的這一屬性是永恆的，就像安拉的其他屬性：有知識的、有

力量的等完美的屬性一樣。因為，只有擁有生命才能擁有知識。沒有生

命這一屬性，則無法擁有有知識的或與其相似的其他完美的屬性。

清高偉大的安拉的屬性與任何被造物的屬性都不相似，安拉的生

命與被造物的生命的概念是不同的。安拉是賦予生命並具有完美屬性的

主。因為，生命只屬於安拉。他的生命沒有死亡，專屬於他的生命是永

恆的。然而，被造物的生命是由身體和靈魂構成，並不是真實的永恆的

生命。因此，被造物的生命是短暫的。

知：安拉是有知識的。清高偉大的安拉擁有永恆的知識，他的知

識包含萬物。在他的知識外，毫無知識。他知道已經發生的事情和將要

發生的事情。因此，對安拉來說沒有任何秘密，萬事對於安拉都是公開

的。然而，安拉賦予人類的所有知識只是安拉這一屬性的一丁點體現。

安拉的知識不是人的思想或觀念的產物。在這個宇宙中，我們看

到的每個事物中如此細緻的規律、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正是安拉擁

有無限知識的鐵證。若從微觀世界到宏觀世界的每個事物不在安拉完美

的知識範圍之內的話，我們每天觀看的宇宙中則不會存在平衡和事物間

的聯繫。因為，即使是一個很小的被造物，它都是以最完美的形式被創

造。當然，它是以怎樣的形式、原因或條件被創造，創造它的主都是全

知的。

人類的一個小小的發明都是通過幾個世紀連續不斷積累經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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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然而，這些發現和發明以及無限的未解之謎都是安拉放置在這個

宇宙的規律和特點。為了讓我們想起這一真理，清高偉大的安拉這樣說

道：

“創造者既是玄妙，而且徹知的，難道他不知道你們所隱匿的語言

嗎？”(“國權章”，67：14)

安拉在另一節經文中這樣說道：

“他創造眾生，然後再造他們，再造對於他是容易的。天地間最高的典

型，只屬於他，他是萬能的，至睿的。”(“魯格章”，31：27)

聽：安拉是全聰的。安拉是全聽萬事的，他的全聽與我們的聽是不

一樣的，沒有哪個聲音可以躲避他的聽聞。甚至在深夜裡行走的一個螞蟻

的腳步聲也無法躲過安拉的聽聞。所有的有聽力的被造物能夠聽見，全仰

仗安拉的全聰的屬性。如果被掠奪了這種聽力，他們什麼也不能聽見。

觀：安拉是全明的。他無所不見，這是他的神聖的屬性之一。他可

以看見任何物，無一物可以在他的面前藏匿起來，即使黑夜中的一塊黑

石頭上的一個黑螞蟻的腳印，他也可以看見。

清高偉大的安拉知道被造物藏匿在心中的想法，他能聽到所有的言

語，他毫無疏漏的看見每件事情。關於這一屬性，清高偉大的安拉經常

在尊貴的《古蘭經》中提及，注意遵守安拉的命令與禁令的誠實的人才

是正直的穆民。

意欲：安拉的意志。清高偉大的安拉在所有的命令、判定中以及行

為中都是自由的。即安拉以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他意欲一件事，他只

說聲“有”，這件事便有了。(“黃牛章”，2：117)

清高偉大的安拉是絕對的行為者。任何事件和行為的發生只取決於

他的意志。簡言之，“他命令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他沒有命令發生的事

情就不會發生。”

因此，安拉贊許的事情按照安拉的意志發生，安拉不贊許的事情也

在安拉的允許下發生，但是這個時候，這些事情往往是用來考驗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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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中處處體現著安拉的絕對意志。清高偉大的安拉的意

志是絕對自由的，他可以做他意欲的任何事情。甚至，我們可以這樣

說：“從《古蘭經》的開頭到結尾的所有描述都建立在安拉意欲的基礎

上。”因此，安拉寬恕他的眾僕的罪過和惡行，但否認安拉和以物配主

的行為除外，侵犯他人的權利的行為也得不到安拉的寬恕。也就是說，

安拉寬恕他所意欲的人，不寬恕他所不意欲的人。《古蘭經》對此這樣

說道：

“天地萬物都是安拉的。他要饒恕誰就饒恕誰；要懲罰誰就懲罰

誰。安拉是至赦的，至慈的。(“儀姆蘭的家屬章”，3：129)

能：安拉是全能的，沒有一件事對於他來說是困難的。當安拉命令

一件事情時，這件事就必然發生且不會減少或增加。

我們經常觀察的這個世界，在令人驚歎和無可挑剔的狀態下被創

造，這便是清高偉大的安拉全能屬性的明顯證據。

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用我們的有限的頭腦去思考安拉的全能，這

是錯誤的。安拉的大能沒有任何人類所擁有的局限性和軟弱性。因此，

在安拉的大能面前，無一物不是軟弱無能的。我們所擁有的能力都是安

拉的定制。

歷史記載，曾經違抗安拉的大能的叛逆者都統統被失敗了，這些人

之中有：

奈姆魯德、葛倫、阿布•賈赫勒和許多其他人，他們兩手空空地離

開了世界。安拉為了懲罰他們，讓他們去永恆的後世的時候，他們臨終

時的情況，也是令我們吸取教訓的。例如，自詡為神的堂堂奈姆魯特被

軟弱殘瘸的蚊子所打敗。相信一群象軍就能摧毀克爾白的艾蔔萊海和他

的士兵們被成群的鳥兒毀滅，也是一個不同的教訓。

言：安拉是語言的主宰。他不需要對聲音，字母，單詞和句子進行

修改，即他說話完全沒有聲音和字母；與人們的言語和說話毫無相似之

處，人們能夠說話是得恩于安拉擁有語言這種屬性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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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拉的“言語”這一屬性，在《古蘭經》和其他神聖的書籍中

有所提及。

由於《古蘭經》是安拉的語言，因此所有人必須要尊重它。無小淨

觸碰它屬於非法，是大罪。清高的安拉這樣說道：

“這確是寶貴的《古蘭經》，記錄在珍藏的經本中，只有純潔者才

能撫摸那經本，《古蘭經》是從眾世界的主降示的。”(“大事章”，56：77-80)

聖訓這樣說道：

“只有純潔者可撫摸《古蘭經》。”(穆宛塔，“古蘭經”，1)

“除清潔者以外的任何人不可撫摸《古蘭經》！”( Hakim, 

Müstedrek. 1. 553/ 1447)

造化：即創造的主。這是清高的安拉創造的一個屬性，這是無中生

有的意思，只屬於他，世界上有數不清的他的產物。

創造並不是用手或工具做一件事情，創造是通過意志、利用力量和

統治宇宙而實現的一個創造。

就像安拉所有偉大的屬性一樣，創造的屬性也是無始，無終的。同

時每一個被造物也是在他的創造之下產生的。

僕人們主要是通過上面這些屬性認識安拉的，安拉的這些屬性和其

他所有屬性是永久存在的，不會受時間、空間、地點的約束的。

至高無上的安拉的屬性是沒有窮盡的，他的屬性是無限的，無論

是在過去還是將來，安拉的屬性都存在並將永遠存在。因此，安拉的知

識、大能、語言、創造以及其他所有屬性超越一切解釋的語言，而我們

所擁有的任何屬性都是有限且短暫的，因此，不能夠正確瞭解自己的人

就不能對安拉的屬性具備應有的瞭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體會到

安拉的實際存在，我們就無法觀察到安拉的屬性的實際特徵，而世界上

所具有的只是其中的一個碎片。

奈吉蔔•法茲爾說得多好啊：

原子的活躍、裝備、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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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周的閃閃發光，

內部結構的完美及獨立特點，

主啊！我知道你，卻很多人不知道你！

1. 安拉存在和獨一的證據

廣袤的宇宙在完美的秩序下有條不紊地運行著，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實，從宇宙形成之時起，這一脈絡清晰的秩序就在一條均衡精確的線路

上持續至今。

一個果園的主人，一天早上起床之後看到果樹亂七八糟的倒在地

上，他想到的是暴風雪或其他自然災害，但如果這些果樹是被有規律地

砍倒，例如：每隔三五棵就有一棵樹被砍倒，那他想到的就不會再是自

然災害，而是某種生物的有意行為，他會想：這是不是某個對手幹的。

因此，如果像整齊的砍倒莊稼這樣小小的事情都不可能碰巧發生的話，

那宇宙的完美和機制，又怎麼會是碰巧生成的呢？詩人奈吉蔔•法茲裡 

對那些無知無覺的人們說道50：

我看到自己被包裹了起來，

有了被包裹者，那麼包裹者呢？

是誰畫出了人類的臉龐；

難道人們就不想對鏡詢問嗎？

任何一個天性沒有被破壞，並有著健康的理智的人能清楚地認識到

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一條因果之鏈，所有這些因果都取決於偉大的造物主

安拉，即相信安拉的存在。但撒旦為人類鋪設了許多陷阱，他想把人類

引入歧途，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健康的頭腦來思考，並實踐，從而脫離惡

魔的教唆。

安拉在《古蘭經》中說道：

50 İsmail	Fenni	Ertuğrul,	İman Hakikatleri Etrafında Suallere Cevaplar,	İstanbul,	1978,	s.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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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僕人中只有學者敬畏他。”(“創造者章”，35：28)

因此，想要真正領悟到安拉的大能，前提條件就是要有一定基礎的

知識。這就像研究宏觀和微觀事物或現象的學者，他們通過發現令人驚訝

的規律，領悟到造物主的存在和大能。他們領悟得比其他人更清楚明瞭。

印度學者伊奈亞圖拉.瑪氏日克醫生的例子說明上述道理：

1909年下雨的一個星期天，我在路上看到來自劍橋大學學者中的一

位天文學家詹姆斯鐘斯先生。他拿著《引支勒》(《聖經》)並把傘放在

腋下去教堂，我靠近給他道平安，他沒回。我再次給他說‘您好’的時

候：

他說：“你想幹什麼？”

我說：“先生，我想問兩件事！第一；下著這麼大的雨，你為什麼

把傘放到腋下？”

他笑著立刻把傘打開。我接著說道：

“第二：像您這樣世界級的學者，什麼事情使你去教堂的呢？”

詹姆斯鐘斯先生，面對這個問題停了一下說道：

“今天你到我們這來，我們晚上一起喝茶吧！”

晚上我去他家的時候，他給我講了一個講座——天地的創造、完美

的系統、其中的驚人距離和區別、天體的冒險、軸、引力——光氾濫等

等。那一刻，我的心因為安拉的偉大和莊嚴感到顫抖，詹姆斯鐘斯先生

由於害怕造物主感到毛骨悚然，眼淚流出來了，手也瑟瑟發抖。他停了

一會兒接著說道：

“我的朋友啊！當我親眼看到造物主的完美的創造時，由於他的莊

嚴，我渾身開始發抖。當我向安拉鞠躬，並說“安拉至大”的時候，我

感覺我身體中的每一個細胞都在承認著這句話。就在那個時候，我感覺

很安寧、很幸福。我知道這種幸福感比其他人的高於一千倍。

所以我讀了在那一刻回想起來的經文。

“安拉的僕人中，只有學者敬畏他。”(“創造者章”，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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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先生聽到這節經文，突然高喊：

“你說什麼？‘在僕人當中，只有學者們害怕安拉’是這樣嗎？這

個結論非常了不起，同時也是一件很奇怪令人詫異之事！我長達五十年的

研究，根據經驗所得出的結論，難道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在其生前

就公之於眾了嗎？ 這節經文在《古蘭經》中真的存在嗎？如果真的是這

樣，那就請記下我作證《古蘭經》是安拉下降的啟示的一本書的！先知穆

罕默德(願主福安之)是一位文盲，他不懂得讀書寫字。所以他的這個秘密

是不可能由他自己編寫的。因此，使他知道這個秘密的就是安拉。”

就這樣，一位積極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從非穆斯林成為了穆斯林，

在科學家當中，就算他們沒有歸信，但他們也感覺到了不得不順從真

理。這是《古蘭經》的奇跡之一。安拉這樣說道：

“有學識的人們，知道從你的主降示你的經典，確是真理，能指示

(世人走上)萬能的、可頌的主的大道。”(“賽伯邑章”34：6)

“我將在四方和在他們自身中，把我的許多跡象昭示他們，直到他

們明白《古蘭經》確是真理。難道你的主能見證萬物還不夠嗎？”(“奉綏

來特章”：41：53)

以吸取教訓的眼光來看待宇宙萬物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從宇宙中

窺見這節經文的真正含義以及無數個實例。

可以列舉一些體現安拉大能的例子：

如果地球上只存在人類和動物，我們吸入大自然的氧氣，轉換後呼

出二氧化碳。不久之後，隨著氧氣被消耗殆盡，人類和動物將因二氧化碳

濃度過高而中毒死亡。但地球的創造者-偉大的安拉，創造了植物，通過

賦予它們能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的能力，保持了大自然的平衡狀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安拉使地球的3/4充滿水。另外四分之一中，

大部分是植物無法存活的岩石或沙漠地帶。剩餘部分中土壤只占了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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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然而所占比例極小的土壤，卻維持了整個龐大的生態系統的運

轉。物質和能量在持續的迴圈中，有生之物才能借此獲得足夠的食物。

宇宙被創造得如此精密：舉個動物的例子來說,如果把某個物種的動

物已存在和將來臨的所有同伴，同時放置到地球上，哪怕地球只為這個物

種而生產，地球的空間和食物也無法滿足這個物種的需求。然而清高偉

大的安拉卻安置了一個有趣法則：對於生物來說，時間是一個機密，其比

空間更廣，生物才借此得以持續繁衍。並且這個法則適用於所有生物。因

此，安拉借時間和空間的隱秘性在地球上實現了幾十億萬個生存現場。簡

而言之，所有生物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間是通過迴圈達到平衡。

例如，一棵梧桐樹每年會產生數百萬顆種子。在它的周圍，可以找

到為傳播其種子而生長的“降落傘”植物。它們借助風，將這些種子帶

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如果從一棵梧桐樹結出的所有種子都將成長為一顆

新的梧桐樹，不久之後，整個地球將被梧桐樹侵佔。相當於說，龐大的

地球將因一棵樹而變得擁擠不堪。其他生物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這

便是在宇宙中顯而易見的智慧，不斷地展現著它的和諧和平衡。

這樣完美複雜又極微妙的計算體系，實際上昭示著其創造主的存

在、他的獨一、萬能和偉大。《古蘭經》中這樣描述到：“他曾將天升

起。他曾規定公平。”(“至仁主章”，55：7)

“他創造了七層天，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點參差。

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甚麼缺陷呢？然後你再看兩次，你的眼睛將昏

花地、疲倦地轉回來！”(“國權章”，67：3-4)

安拉賦予不同生物持有獨特的屬性，以使那些吃了相同食物的不

同生物能產出不同產品。它們相輔相成，維持秩序。例如綠色的桑葉，

牛羊吃了它後產出肉和奶；而蠶吃了它後生產絲綢。如果鹿吃了這個桑

葉，它會產出麝香。即使人是宇宙中最能幹的，可是蜜蜂從花粉中製作

蜂蜜的能力是人類沒有的。沒有一位化學家能夠做出來從土壤中長出來

的五光十色的美麗的花朵，以及它們的顏色、香味兒和具有生命力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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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當食草動物能夠從草中生產出肉和奶時，人類在化學實驗室裡，哪

怕用多少噸草，也製造不出一克肉和一滴奶。

一個頭腦清晰的人，無論看這個宇宙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觀賞安

拉的存在和偉大。通過派遣使者，以使者的教導、學問和道德來培養人

類、培養學者，等等都是造物主的恩典之一。另一方面,各類學科的最終

目標也是讓人類意識到造物主的偉大、人的弱小，以便使人明白自己作

為僕人的地位。如果人憑良心看待自己和宇宙，他會明白在造物主的偉

大和莊嚴面前，仍不皈信是多麼荒謬可笑。

天空中有黑洞和白洞。安拉以現代科學新發現的空洞，這樣發誓：

“我必以星宿的沒落出盟誓，這確是一個重大的盟誓，假若你們知

道。”〔“大事章”，56：75-76〕

今天的科學觀測到的天空，告訴我們人類面臨的令人驚奇的壯觀。

恒星誕生地是白色洞。它死的地方叫做黑洞。一個小物體是從白色的洞

中出來後,突然膨脹,以幾萬億倍的體積壯大起來，並創造出巨大的恒星

品質。另一方面,比地球大幾倍的巨星，時候一到，就進入黑洞死去。因

此，照亮著我們的地球的太陽也有一天會遇到同樣的命運：

“當太陽黯黜的時候…”51經文中所提及的將會發生。

那一天太陽壽限將之耗盡。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除此之外，還會

發生很多事！

對於世人來說，除向安拉叩首尋求庇護外別無出路。

用心觀看的眼睛才能領悟，地球在造物主看來，僅如同宇宙中幾億

萬兆浮塵中的一粒而已。山脈，江川，海洋和人類都在此浮塵的範疇之

內。如此微不足道的人類，除僕人的身份之外別無價值！

就如我們所舉的，海洋中一滴水的例子。

51 “黯黜章”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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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尊名：公斷者(Hakim)、全能者(Kadir)、不滅者(Kayyûm)、

普施者(Rezzâk)，這是對於用邏輯來承認一位元實體存在而言的。

但為了看到這個真理，必須要睜開真正的眼睛，即心靈之眼。

“難道他們沒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瞭解，或者有耳可以

聽聞嗎？因為肉眼不盲，胸中的心眼卻盲了。”(“朝覲章”，22：46)

萬物都在運動和轉換之中

如果你仔細思考，你將發現一切都在變化之中。從一個形態變成另

外一個形態。例如精液變成血塊，然後，血塊變成肉團，然後，肉團變

成骨骼，然後，使肌肉附著在骨骼上。這些各式各樣的迴圈變化發生在

恒星、行星、礦山、植物、萬物中。

原子中有一個巨大的運動。電子以非常稀薄的計算旋轉,它們的速

度超乎想像。質子和中子,這是核心元素,因為它們被壓縮成一個更小的

體積裡，所以它們的速度比電子的速度更快。它們以每秒6萬公里的速度

運轉。   

如果我們記住其面積一平方毫米的針的球狀頭上大約有100兆原子,那

麼可以明白，統治著整個宇宙的造物主的大能是超乎我們的理解範圍的。

所有這些變化的產生都需要一個絕對的主宰。他就是掌管人類的主

宰。因為每一個讓人類智慧驚訝的奇妙的現象不可能沒有一個絕對的主

宰，或者不可能出現一個無意識的動作發出者。

我們參悟這些的時候，看到一個作品我們會聯想到它的作者，我們

看到一個米粒也足以思考。一個詩人說的很好：

你不需要通過巨集觀世界知道他的存在，

甚至通過微觀世界就能證明他的存在。(希那斯)

相同的物質產出不同的產品

我們周圍看到的不同的生物實際上都是一樣的。所有的生物都產自

同一種物質。不同的成分有相同的本質構成。例如：天體是由同一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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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構成。而且每一個都有獨自的一種特殊身份、位置、距離和壽命。有

的是熱的，有的是冷的……

植物和動物由氮、碳、氧、氫等元素構成。然而這些物質與“生

命”，尤其是和知識、意志、力量、聽覺、視覺等屬性沒有任何直接聯

繫。

所有的這些都是奇特的藝術。我們在宇宙中所看到的如此各異並完

美的事物都是擁有強大力量的——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構造此等奇

特藝術的實體完全不相似於後天產生的。他是必須存在的、自立的、永

存的安拉。

萬物皆是有目的性被創造的

世界上被創造的萬物上都存在著一種哲理和益處。

-太陽和月亮照亮地球上的萬物。地球和月亮繞著太陽轉從而產生

了時間。

地球的自轉產生了晝夜、季節、年份；月亮繞地球轉產生了月份。

-我們呼吸的空氣進入肺中清潔血液，我們的身體很需要它，所以

空氣很多，而且很容易被找到。

-風通過派遣雲給需要的地方降雨。風也可以嫁接樹木和植物，降

低溫度，清潔空氣……

-同時大海的益處也是數不盡的……

所有的這些和我們數不清的更多的因素，對人們生活都很重要，因

此，用吸取教訓的目光觀看並參悟的人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所有事物的

被造都具有一個哲理和目標。而認為是偶然產生的人是違背常理和理智

的。這些是知識，哲理，全能和偉大者的產物，他就是偉大的安拉。

總之，理智健全並參悟的人找到他的養主，很容易對他的養主，

奇異的現象和他的大能感到驚訝，這對理智健全和透明的心靈來說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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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個人如果參悟世界上的奇異現象，不通道者可以獲得信仰，穆民

加深信仰，開始步入認識安拉和愛的道路。

2. 信仰安拉的益處

安拉創造人，即被創造成需要信仰造物主，因此擁有不正確信仰的

人精神上會感到不安，心裡深深的感受不到滿足的生活。對此唯一的解

決方法就是以安拉命令的形式信仰。

另一方面，歸信看見、聽見且全知自己的安拉的一個人，會擁有好

的道德，會尊重人權，故此生活在安寧的生活之中，他不傷害任何人，

也看不到任何人的傷害，知道後世永久的生活比今世更好。

信仰安拉的一個人，即使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也不會做出敗壞道德

之事，因為安拉在複生日會根據他的善功和惡行對他進行清算。

信仰安拉可以防止人自大和驕傲，而成為一個謙虛的人。自大和

驕傲是在人類之中最壞的心病。所有爭論，吵架和鬥爭都源於驕傲。因

此，一個驕傲的人不久之後會失去所有的朋友最後孤身一人，所以阿裡 

(願主喜悅他)說：

“最大的孤獨是過分自戀。”

而謙虛是裝飾人最好的一個優點，信仰安拉的人，知道獲得的一切

都是來自安拉的恩典。因此，要經常處於謙虛和感謝的狀態之中。這樣

才能夠與他人友好相處並受到所有人的喜愛。

與此同時，信仰是遇到困難和災難時安慰的源泉，沒有信仰的人遇

到困難時會自我崩潰，找不到自我安慰的方法。而穆民會盡力做了一切

努力之後托靠和順從安拉。如果遇到一個好的結果，他感謝，從而獲得

安拉的喜悅。如果遇到了不想要的一件事，他堅忍，同樣能獲得安拉的

喜悅。即每種情況對他來說都是好的。(《穆斯林聖訓集》，“淡泊今世”，64)

歸信安拉並實踐信仰的人，不會過多地畏懼死亡，而無信仰的人則

由於過多害怕死亡而生活在痛苦之中。在今世中得不到安寧，在後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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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安寧。不考慮後世的清算，在今世上有機會就幹壞事，甚至可以

因為一點利益而毀掉整個世界。

歸信安拉和做功修，從健康的角度來講也是有益的。根據2002年2

月關於心靈藥物的一個國際雜誌上出版的一個論文，穆民經常一起做功

修。因此，患消化系統疾病的幾率減少50%，患血管疾病(心臟病和癱瘓)

的死亡率減少了21%，患呼吸道疾病者死亡率減少了66%52。

關於這個論文要注意以下問題：許多人都知道宗教對心理有益。在

加強一個人的信仰和精神的基礎上，能減少憂愁和壓力。讓人感到更強

大，使整個生活充滿光亮。

（三）信天仙

天仙是由光創造的非物質的存在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自

己的肉眼看到他們的實際形態的原因。但是安拉可以給他意欲的人展示

天仙們的形態53。安拉使一些偉大的先知看到這些非物質形態。天仙的

自然屬性不需要吃、喝和睡覺。他們被創造出來完全是為了安拉而服務

的，他們沒有被賦予私欲，因此，他們的本性不會讓自己違抗安拉，他

們是強大而有力的54。

在數量上，他們是不計其數的。據說，雨滴和雪花在下落時不會碰

撞，這是因為雨滴是由天仙們灑下來的，每一位天仙只能灑一次，直至

末日。這就是每一滴雨和雪花從空中降到達地上不會相撞的哲理。如果

52 請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 2002年2月。

53 “呼德章”11：77-82；“石谷章” 15：59-69；“麥爾彥” 19：17-21；“星宿章” 53：67，13-

17；“黯黮章” 81：23.

54 關於天仙的屬性請看“黃牛章”2：30-34；“高處章”7：11，27；“呼德章”11： 69-70；“石

谷章”15：28，51-52；“夜行章”17：61，92；“山洞章”18：50；“塔哈章”20：116；“薩

德章”38：71，73；“星宿章”53：5；“禁戒章”66：6；“黯黮章”81：20(以上經文全部選自

馬堅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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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話，風也不會相互碰撞。總之，從微觀世界到宏觀世界所有事物

都體現著安拉的大能。

天仙們在某種意義上就像被賜予我們的靈魂一樣。因此即使我們看不

到我們的靈魂，我們也不能否認靈魂的存在。所以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

天仙們根據高貴被分成不同的等級。四大天仙有：吉卜利勒、米卡

伊萊、阿茲拉伊萊和伊斯拉非萊(願主喜悅他們)。

哲布拉依萊(願主福安之)是負責給眾先知們傳達啟示的；米卡依萊 

(願主福安之)是負責自然界發生的事情；阿茲拉依萊(願主福安之)是取命

的天仙；伊斯拉菲萊(願主福安之)是負責在末日和審判日時吹響號角的。

如我們所知，天仙在崇拜安拉的同時也有一些其他的職責。有些天

仙奉安拉的命令幫助人們，特別是有正信的人在艱難時期，天仙幫他其

忙的真實事例在伊斯蘭的歷史中也屢次出現。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負責保護我們的天仙，負責記錄功過簿的天

仙，負責墳墓拷問的孟凱爾和乃克勒天仙，為了罪過而求恕饒的天仙以

及為了讓人們走上正道而做杜阿的天仙……

在這個充滿危險的世界，一個人的生活會處在天仙的保護中，安拉

任命一些天仙在人的壽限來臨之前從有害的事物上保護人們，當人的壽

限來臨時，天仙們從中離開，沒有人再陪伴他。尊貴的經文中說：

“每個人的前面和後面，都有許多接踵而來的天神，他們奉安拉的

命令來監護他。”(“雷霆章”13：11馬堅譯)

在這裡，我們不要忘記，天仙的力量也是安拉給予的。

任何一個人輕視或者指責天仙就會成為卡菲勒(否認者)。因此，我

們必須要避免說“你的臉就像取命天仙的臉一樣！”，“我不接受哲布

拉依萊和米卡萊的見證”等類似的話和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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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經典

安拉從人祖阿丹先知(願主福安之)時期開始，就通過冊頁的形式給

人們降示命令和禁令。後來，隨著後代的增多，人類社會問題的增加，

安拉的命令和禁令就通過書籍的形式下降了。冊頁和書籍都是當代真實

的經典，因此，相信經典是從安拉那裡下降的是基本的原則。

據傳述，冊頁降示給阿丹先知(願主福安之)五十頁，降示給舍特先

知(願主福安之)四十頁，降示給伊德勒斯先知(願主福安之)三十頁，後

來也降示給了易布拉欣先知55(願主福安之)。大的經典《討拉特》降示

給了穆薩先知(願主福安之)，《宰布勒》降示給了達伍德先知(願主福安

之)，《引支勒》降示給了爾薩先知(願主福安之)，最後，尊貴的《古蘭

經》降示給了我們偉大的眾世界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

天啟的經典就像是安拉給他的僕人們傳送的書信，是指導人們生活

和獲得永恆幸福的良藥，它們是安拉“永恆的語言”這一屬性在今世的

體現並且讓人通過它感知到安拉的這一屬性。因此，古蘭所帶來的每個

資訊都呈現出了語言的奇跡。

每個下降的冊頁和經典都是真實的，而關於功修和人際交往的律例

根據社會的情況有些是不同的。

下降經典不是安拉的義務，這完全是他對僕人的特慈和援助。

1.《尊貴的古蘭經》

古蘭經是最後被降示的天啟經典。在它之前的所有的經典都被廢除

了，也就是說其中的律例被取消了。在曾經的時代中，一些人士，一方

面根據人們的需求篡改經典，另一方面疏忽且懷有敵意的篡改經典。

天啟經典最大的特點就是毫無懷疑它們都是來自安拉的啟示。然

而，在今天，只有尊貴的《古蘭經》具備這個特點。因為其他的經典在

55 伊本.凱西爾，經注(“婦女章)4：163；伊本.乃德穆,Fihrist,德黑蘭，1996,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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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們之後摻雜了許多人們的觀點，從而導致最終變成了人們用筆書寫

的書籍，因此，這也是古蘭被降示的一個原因。作為“封印的麝香”56，

最後的尊貴的《古蘭經》包含了其他所有天啟的經典，它是最完美的，

也由安拉親自保護。

（1）《古蘭經》的特點

《古蘭經》是被降示給我們偉大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最

大的奇跡。它被陸續零星地降示，很快地被記錄和背誦。

第一次下降的經文是讚美和表揚“筆”和“用筆書寫的東西”，並

且在經文逐漸降示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到“kitap”這個單詞57，即：書寫的

知識。由於這個原因，為了保護古蘭，安拉的使者非常重視讓人們背誦

和記錄它58 。

穆斯林經常在拜功中誦讀古蘭是禮拜的要素，除拜功之外，誦讀古

蘭和聆聽也是功修，誦讀的的每個字母都可以獲得十倍的報酬59。此外，

尊貴的古蘭是穆斯林在主麻的演講，講座學習圈和互相見面時的場合中

時常誦讀的60。因此，古蘭以著最好的形式被保護，通過最可靠的傳述被

準確無誤地傳達給我們。

誦讀尊貴的《古蘭經》是功修，它與穆斯林的生活密切相關，並且

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階段都佔有一個主導地位。因此，穆民

56 封印的麝香：形容達到了極點，就像是麝香一樣的香味，用來比喻最後下降的古蘭是最完美的。

在“稱量不公章”的第26節經文提到了這個。

57 “血塊兒章”96：1-5；“筆章”，68：1；“金飾章”43：2；“煙霧章”44：2.

58 為了瞭解穆斯林保護古蘭經流傳至今的方法有多麼可靠，請參考以下作品：Prof.Dr.M.M.el-

Azami《古蘭啟示和它的收集成冊與聖經的對比研究》，英國伊斯蘭研究學會，2003(這本書

的土耳其語版在2006年伊斯坦布爾印刷)；Prof.Dr.M.Hamidullah,尊貴古蘭的歷史》，伊斯坦布

爾，2000，(這本書的一部分是法語的。)

59 提爾密茲，“《古蘭經》的貴重”16.

60 穆斯林，主麻49—52，旅行者142；艾布達伍德，貿易36：3416；伊本.瑪哲，拜功178；艾

哈邁德，III，432，IV，9；伊本哈哲爾，isabe，no:2546[Rafi’bin	 Malik	 mad.];伊本易斯哈

格，siret,s.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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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獲得經常和安拉的語言在一起的榮耀，也就是說尊貴的《古蘭經》常

常佔據著穆斯林生活的中心位置。

為了保護尊貴的古蘭，除了記錄和背誦之外，還有第三種執行的方

法：

“向一個優秀的並且獲得許可證的老師學習61。”

安拉說：

“我確已降示教誨，我確是教誨的保護者。”(“石谷章”15：9)

尊貴的《古蘭經》針對發生的事情和人們的需求陸續零星地降示

了。當使者(願主福安之)接受一段啟示時，他告訴我們這段啟示放在 

《古蘭經》的哪個地方，當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快要歸真時，啟示

結束了，而尊貴的《古蘭經》則以著最精緻，完美，連貫的書籍的形式

呈現給了我們。

尊貴的《古蘭經》的風格和內容與人們書寫的作品一點兒也不相

似，它完全具備自己的特點。尊貴的《古蘭經》中的章節，章節中的每

段經文，都是易於理解和背誦的，在這種容易的理解和背誦中也體現出

了《古蘭經》的雄辯性，修辭，言簡意賅和流暢的韻律。

尊貴的《古蘭經》所包括的內容，從頭到尾地被傳播。這種排序的

61 尊貴的古蘭是通過背誦和在先知(願主福安之)身邊記錄的方式被保存下來並傳達給我們的。有許

多關於這方面的證據，其中有兩個是這樣說的：1.土耳其前宗教事務部部長Tayyar	 Altıkulac博士

用了十年的時間研究，把最初的四本手抄古蘭和我們現在使用的古蘭，逐字逐句地檢查對照，並

未在其中發現任何不同之處，他把放在皇宮博物館的原版，即使者(願主福安之)的弟子之一哈裡

發奧斯曼的手抄古蘭通過IRCICA機構用超清相機拍攝下來，與當今世界各地所使用的古蘭，逐字

逐句的檢查對照，也沒有發現任何不同之處，Altıkulac博士還把存放於開羅的手抄原版與存放於

塔什干突厥和伊斯蘭作品展中書寫于哈裡發奧斯曼時期的原版古蘭對照後說：“在這些不同地區

存放的古蘭是在伊曆初期書寫的原版，就像這些原版是完全相同的一樣，在世界各地所誦讀的古

蘭也是一樣的。2.伊斯坦布爾突厥和伊斯蘭作品展在2010年9月5日以“1400年的尊貴的古蘭展”

而命名開放。很細微的不違背根本的書寫上的不同，但是沒有任何影響主要內容的事物，不增

加，也不減少，這對穆斯林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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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不斷重複時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讓讀古蘭或聽古蘭的人在同一個

時間內從同一處中看到很多內容，接受到更多指導和勸誡，並且可以看

到自己的生活與《古蘭經》對照中的平衡點等等。從各個方面來講，都

更具有影響力和教育意義。

尊貴的《古蘭經》有不同的114個章節，每個章節的節數也不一樣。

（2）《古蘭經》的內容

尊貴的《古蘭經》是挑戰所有時代的一個神聖的闡述。為了拯救我

們，尊貴的《古蘭經》為我們講述了下列內容：

1.六大信仰(信仰的基礎)，認主獨一，安拉的尊名和屬性，以理性

的方式認識安拉，後世的情況。

2.善功，功修，人際關係，道德，與人的行為有關的教法，例如哪

些事可以做、哪些事應當遠離(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有關人的身體的結構，人被創造的階段，今世的生活，最終的歸

真等。有關如何通過清潔私欲和心靈將屬於私欲的不成熟的特點昇華為

屬於靈魂的完美品德。

4.宇宙系統、七層天、太陽、月亮和星星等的被造和結果，自然事

件、影子的伸長和縮短、雨水、晝夜迴圈、天地間生存的萬物及其特點。

5.歷史留下的資訊：各個民族在今世和後世中好的狀態與壞的狀

態，安拉的懲罰的體現，眾先知和各個民族的故事中蘊含的無數的教

訓，歷史的教訓和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結果。

6.對從很久以前延伸到很久以後的永恆的思考，從中找到真理。

尊貴的《古蘭經》能夠對心靈產生深遠的影響。當一個敬畏的穆民

誦讀《古蘭經》中的經文時，猶如他看向深不見底的水井一般，他能夠

理解經文中的許多深刻的含義。

像伊瑪目蘇優提一樣的一些學者這樣說道：“人類能夠理解的各類

知識的本質都可以在《古蘭經》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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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清高偉大的安拉這樣說道：

“我在天經裡沒有遺漏任何事物。”(“牲畜章”6：38)

“我曾降示這部經典，闡明萬物，並作歸順者的嚮導、恩惠和喜

訊。”(“蜜蜂章”16：89)

因此，到複生日為止，尊貴的《古蘭經》能夠解決人類所有的需

求。

對此，哈米杜拉教授(Prof.Dr.M.Hamidullah)這樣說道：

“第一個伊斯蘭社會是由受壓迫的軟弱的人們構成(組建)的，尊貴

的《古蘭經》解決了這個社會的所有問題。同樣的，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這

片遼闊的土地上所建立的王國，以及地球上唯一強大的國家出現的時候，

尊貴的《古蘭經》同樣也滿足了伊斯蘭社會的所有有關(關於)道德和法律

方面的需求。即有關這個社會信仰方面、功修方面、社會生活與法律等其

他方面所有的需求和知識都能夠在《古蘭經》中找到答案62。”

（3） 《古蘭經》的奇跡

《古蘭經》是一個奇跡，它既證明瞭清高偉大的安拉是真理，又證

明瞭先知(願主福安之)的正確性。因此，關於《古蘭經》的奇跡數不勝

數63。到複生日為止，《古蘭經》中的秘密將一個一個被揭開。迄今為

止，《古蘭經》中人類已知的奇跡如下：

• 《古蘭經》和任何書不相似，這是《古蘭經》向人類發出的挑

戰。

• 反對《古蘭經》的人與它競爭，然而也無法帶來任何一部與其相

似的作品。

• 《古蘭經》和所有的文學作品的文體都不相同64。

62 M.Hamidullah,《古蘭經導讀》法語版，Kur’an-ı	Kerim	Tarihi(Le	Saint	Coran’ın	giriş	kısımı),s.23.

63 Tafsilat	için	bkz.	Osman	Nuri	Topbaş,	Rahmet	Esintileri,	İstanbul 2010, s.221-372..

64 Rummani,	en-Nüket	fi	i’cazi’l-Kur’an(Selasü	resait	fi	i’cazi’l-Kur’an	içinde,	nşr.	Muhammed	Halefullah	–	

Muhammed	Zağlul	Sellam),	Kahire,	ts.	s.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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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蘭經》的表達方式言簡意賅，擁有完美的規律和編排，這是

任何一個人的作品無法達到的。

• 《古蘭經》包含有關過去和將來的幽玄的消息，並且完全正確65。

• 《古蘭經》對人的心靈深處有著深刻的影響。除了《古蘭經》之

外，沒有任何一部散文能夠有如此的影響。令人感到害怕或悲傷的散文

作品也無法對心靈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然而，聆聽《古蘭經》會使心

靈敞開並得到安寧66。聆聽《古蘭經》時內心開始顫抖、心靈被深深的

65 Kadı	Iyaz,	eş-Şifa	bi-ta’rifi	hukuki’l-Mustafa,	Mısır 1995, I, 227-247.

66 關於《古蘭經》對心靈的影響，賽義德·庫圖比博士(Dr.	 Seyyid	 	 Kutup)敘述了他的一段回憶： 

“大約在15年前(1948年)，我們六個穆斯林乘船從埃及去往紐約。輪船在大西洋上航行，船上

混雜著各國的男女乘客，其中只有我們六個是穆斯林。船在海洋上行駛時，主麻日來臨了。船

長是一個英國人，他允許我們禮主麻日的聚禮。除船上的職員以外，其他穆斯林(廚師、服務人

員)也得到船長的允許和我們一起禮主麻日的聚禮。穆斯林對此十分高興，因為，這是第一次在

船上禮主麻日的聚禮。那天，我做了主麻日的演講並領拜。很多外國旅客把我們圍成一圈並觀看

我們做禮拜。禮拜結束後，很多旅客祝賀我們說道：“願安拉接受你們的祈禱。”因為他們認為

禮拜中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做祈禱。在這群旅客中只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基督徒婦女深受影響。她

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淚水，她來到我們的身邊，內心澎湃的祝賀我們。她用不流利的英文與

我們交流，她說我們的禮拜對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拜中的聚精會神、規律以及精神氛圍

深深的吸引著她。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個婦女的這句話： 

“你們的“牧師”說什麼語言？”那個婦女並不知道在伊斯蘭中除了伊瑪目其他人也可以領拜。

因為，在她所信仰的基督教中，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的。我們糾正了她錯誤的想法並告訴她這一事

實。之後，那個婦女說道：“你們中領拜的那個人所誦讀的語言有一種韻律。我雖然聽不懂，

但是那個韻律深深的吸引著我。”然後，讓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發生。那個婦女接著說道： 

“但是這並不是我真正想要問的事情。實際上，觸動我的是伊瑪目所誦讀的具有美好音律的語

言。這些言語中的音律更加濃厚且深深的影響著我。這些言語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這些言語是

十分特別的，伊瑪目在誦讀這些言語的時候，就好像“聖靈”(Jebrail)在他內心深處！”我們思

考了那個婦女的話中的含義。然後，我們找出了答案：這個婦女指的是在主麻演講和禮拜中所念

的《古蘭經》經文。這個婦女的話深深的震撼了我們，因為，她並不知道阿拉伯語，她也不明白

那些經文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正體現了古蘭經中所蘊涵的秘密。有些心靈僅通過誦讀《古蘭

經》而接近其中的秘密。例如，我們國家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並不明白《古蘭經》經文的意思。然

而，當他們聆聽《古蘭經》時，他們的心卻深受《古蘭經》的影響，這便是《古蘭經》的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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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內心聚精會神，似身臨其境。《古蘭經》可以打開隱匿在內心深

處的信仰。先知(願主福安之)有許多敵人，他們舉意殺死先知(願主福安

之)，但當他們聽到《古蘭經》的那個瞬間立刻放棄了他們的初衷並歸信

伊斯蘭，因此敵意轉變成了友誼67。

• 《古蘭經》是通過一個文盲先知傳播的68。

• 《古蘭經》的內容是真理。

• 《古蘭經》的表達方式言簡意賅，經文之間相互延續(承上啟下)69。

• 《古蘭經》擁有特殊的音樂和韻律。

• 《古蘭經》包含歷史知識(下降背景、《古蘭經》的收集成冊、等等)

• 《古蘭經》中找不到空話和無關緊要的內容。

• 《古蘭經》包含科學知識…70有關科學方面的知識，《古蘭經》

總是走在最前方，科學知識跟在其後。有關天文學、胚胎學、醫學等科

學分支，在《古蘭經》中有許多例子。

伊瑪目蘇優提認為《古蘭經》的奇跡數不勝數。比如，他著作的三

冊作品中，有35條提及《古蘭經》中的奇跡71。

為了理解《古蘭經》的奇跡，並不需要擁有大量的知識、文化或口

才。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一邊思考一邊閱讀《古蘭經》的每個人都能

夠容易的理解《古蘭經》中的奇跡並立即明白它是擁有無限的力量的造

物主的語言72。

的影響。這些老百姓的情況，與那位元南斯拉夫婦女的情況相差無幾。(Seyyid	 Kutup,	 Fi	 Zılali’l	

Kuran, [Yunus,385])

67 Hattabi,	Beyanü	i’cazi’l-Kur’an,	s.24, 64.	Suyuti,	el-İtkan,	IV,	14-16.

68 Bakıllani,	i’cazi’l-Kur’an,	Beyrut	1988, s.50-68

69 Suyuti,	el-İtkan,	IV,	9.

70 Rafii,	i’cazi’l-Kur’an,	s.131	vd.

71 Suyuti,	Mu’tereku’l-akran	fi	i’cazi’l-Kur’an,	I,	3.

72 Buti,	ravai,	s.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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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蘭經》的雄辯性

被降示的《古蘭經》成為了當時社會文學的頂峰。當時阿拉伯人們

會在集市人煙眾多的地方舉行詩歌比賽。社會中的老老少少都能作出優

美的句子和詩歌。儘管這樣，當所有的文學大師面對《古蘭經》的雄辯

以及舉世無雙的修辭時自愧不如，只能由衷地保持沉默。

《古蘭經》多次向他們發出公開的挑戰，他們可以召集所有的幫助

者來擬作類似《古蘭經》的一節經文，儘管如此，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

命、財產和家庭也不能對這個挑戰做出答覆。

一天，麥加的多神教徒之一瓦力得•本•姆葛拉來到我們的使者(願

主福安之)面前，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向他讀了《古蘭經》的一部

分，瓦力得的心對伊斯蘭變得和善。得知這個消息的艾布.賈黑勒到他身

邊說：

“叔叔，你的家族收集錢財給你，聽說你想把他送給穆罕默德(願

主福安之)”

瓦力得說：“古萊氏人都清楚地知道我是一個富有的人。”

艾布.賈黑勒:“那麼你說一句否定穆罕默德的話，以至於你的家族

知道你不接受他，也不喜歡他。”

瓦力得說：“我要說什麼？指主發誓，在我們當中沒有比我更好的

瞭解詩歌的人，也沒有比我更好地瞭解熱傑茲73和讚美詩的人。指主發

誓，他的話與我們所說的這些詩歌毫無相似，指主發誓，在他的話語中

有一種吸引力，它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滋味，它推翻了所有的句子，並超

越它們。它戰勝了所有詩歌，但沒有一首詩歌能夠戰勝它。”

艾布.賈黑勒堅持的說：“你不說反對他的話，你的宗族不會高興

的。”

他說：“讓我自己想想。”然後說：“這只是傳習的魔術。”

73 阿拉伯語的一種詩歌體裁。



  83  

  信仰的基礎

他的這種姿態，在古蘭經中描述得淋漓盡致

“他確已思考，確已計畫。但無論他怎樣計畫，他是被棄絕的，無

論他怎樣計畫，他終是被棄絕的。他看一看，然後皺眉蹙額，然後高傲

的轉過身去，而且說：‘這只是傳習的魔術。’”(“蓋被的人”74：18-25)

穆斯林的數量迅速增長，甚至像哈姆宰和歐麥爾一樣的勇士們都歸

信伊斯蘭，讓多神教徒日益不安，他們召開會議商討阻礙伊斯蘭發展的

計畫。

他們說“穆罕默德的事情非常嚴重，他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混亂，我

們派我們之中在詩歌、占卜、魔術各方面都精通的人去和他談判。”

因此，他們派遣吾特貝•本•拉比阿到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那

裡，吾特貝像之前的多神教徒那樣，用錢財，地位和美色，試圖說服使

者(願主福安之)。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一直在聆聽直到他的話結束，然後使者 

(願主福安之)以著他的稱號和他談話：

“艾布瓦力得!你的話說完了嗎？”問道。吾特貝說：

“是的”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現在，你聽我說吧。”

使者(願主福安之)念了太思米，開始讀奉綏來特章，讀到第37節叩

頭經文時起身叩頭然後說：

“艾布瓦力得啊！你已聽到我所讀的，其中說的那個人，就是

你。”

吾特貝站起來回到他的朋友身邊時，看見他的多神教徒說：

“指主發誓，艾布瓦力得,你去時和你回來時的臉色截然不同，情

況變化很大嗎？”

他身邊的人激動地說：“怎麼了，你說說看。”

吾特貝：“指主發誓，我從沒有聽說過與之相似的一句話，既不是

詩歌，也不是魔術，更不是占卜。”穆罕默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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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們躲避，你就說：‘我警告你們一種刑罰，他就像阿德

人和賽莫德人所受的刑罰一樣74。’ 

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嘴，讓他無法讀更多

的經文，為了讓他停止，我以我們親戚關係的延續發誓，因為我知道穆

罕默德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被原原本本地證實，所以我害怕懲罰會降臨

在我們身上。

古萊氏人啊！你們過來聽我說，你們不要再理睬他的事了，如果阿

拉伯人殺死了他，那麼我們就以其他的方式得到解脫。如果他統治了阿

拉伯人那麼他的統治就是你們的統治，他的能力和榮譽就是你們的能力

和榮譽。這樣在穆罕默德的統治下，我們成為最幸福的人。”

古萊氏人說：“艾布瓦力得,他也使你的舌頭中邪了嗎？”

吾特貝回答說：“這只是我的想法，你們怎麼想就怎麼做吧。”

伊曆9年，許多代表團開始從四面八方來到麥迪那，在這期間來巴

尼吾凱部落的艾布•本•哈比•胡外力德也來到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身

邊。安拉的使者向他誦讀了《古蘭經》並講解伊斯蘭。艾布•哈比對於 

《古蘭經》由衷地表達了讚美：

“指主發誓，你或是遇見了安拉或是與安拉相遇的人見面，你說的

這些話是正確的，我們從沒有聽過和它一樣優美的句子75。”

古蘭經下降之前，在文學集市上舉行了許多激烈的詩歌和演講比

賽，儘管如此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我準備了相似的句子能夠和古蘭經

一決高下。”

這些著名的文學大師，他們的內心承認下降的經文是來自安拉的，

只不過他們的私欲使他們反駁，他們承認古蘭經是安拉的經典，但是，

很遺憾，他們認為安拉的意志和前定是錯誤的。他們的理智被私欲所蒙

74 “奉綏來特章”41:13

75 Ibn-i	Sa‘d,	I,	302-303; Ibn-i Esir, Kamil, II, 286;	Ibn-i	Haldun,	Tarih, II,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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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他們認為古蘭經不應降給貧窮的孤兒，應該下降給麥加的富人，瓦

力得•本•姆葛勒或者是 塔伊夫的富翁阿米爾.本.吾佰爾。就像瓦力得所

說的那樣：

“身為古萊氏部落的長者和紳士的我，或者薩克夫部落的阿米爾•

本•吾佰爾健在時，《古蘭經》降示給穆罕默德了嗎？”

然而，僕人在安拉麵前的價值既不是財富也不是血統所決定的，只

有敬畏能夠衡量。並且，我們的使者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從血統方面

來講，也是他們中最尊貴的人。

著名的阿拉伯詩人和作家艾布•阿拉•瑪阿日(Ebu`l-ala el-maarrl)這

樣描述《古蘭經》的奇跡性特點：“迷誤的人、獲得正道的人、離開正

道的人、尋找正道的人達成共識：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帶來的奇跡的

經典，戰勝任何一件事情...偉大的安拉所下降的一節經文，或者它的一

部分，如果把它放在任何一個時期，最優美、最具雄辯的句子當中，它

都會像照亮黑暗的星星一樣展現自己。”

《古蘭經》是一部奇跡的經典，其影響力到目前為止絲毫不減，有

關這方面尋找證據時，除了實踐和觀察外，不可能找到更加明確有力的

證據。因為從《古蘭經》最初下降直到今天，凡是想要這樣嘗試的人都

在全人類面前丟臉，直到複生日，這都是他們不可磨滅的恥辱76。

②《古蘭經》中有關幽玄的資訊

《古蘭經》中關於幽玄包括很多資訊和跡象。在《古蘭經》中現存

著關於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的跡象，知識及暗示77。

有關嬰兒成型的每一個階段和過程(胚胎學)，以前的部落和有關他

76 Buti,	 Revai,	 s.126,129,130;	 Karaçam,	 İsmail,	 Sonsuz Mu’cize Kur’an, s.159-175;	 Hacımüftüoğlu,	

Nasrullah, Kur’an’ın Belağatı ve İ’cazı Üzerine, s.58-62, 90. 

77 Salah	 Abdülfettah	 Halidi，el-Beyan fi i’cazi’l-Kur’an,	 Amman	 1991,s.234;Yavuz,	 “I’cazü’l-Kur’an”,	

DİA,XXI,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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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生活的故事，派遣給他們的使者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承認或否認)，這

些都屬於過去的幽玄。

有關清高的安拉獨有的屬性，特點和行為。有關天使，精靈和墳墓

中的世界。有關天堂和火獄的資訊，尤其是從有經之人、偽信士和以物

配主者中經歷的騙局和圈套，還有從心理學上解釋經文下降的時間。這

些都屬於幽玄的知識。

安拉所提到的最重要的幽玄是在將來發生的事情。這些資訊在 

古蘭經》中被原原本本的記載，被歷史所證實。《古蘭經》中“安拉徹

知幽玄”指的是：毫無疑問，安拉徹知全部幽玄並以最好的方式下降了 

《古蘭經》，其中所提到的一部分有關將來幽玄的資訊如下：

法老的屍體

法老帶著他的軍隊在追捕(穆薩先知(願主福安之))的時候，紅海被

分開。穆薩(願主福安之)和他的民眾擺脫了追捕，平安抵達對岸。法老

和他的軍隊則被紅海所淹沒。法老在紅海的漩渦中即將被淹死時想要歸

信，然而清高的安拉對他說：

“現在(你才歸信)嗎?!以前你卻已違抗命令，而且是一個破壞的

人。但今日我拯救你的遺體，以使你做後來者的鑒戒。多數的人，對於

我的鑒戒，確是忽視的。”(“優努斯章”10：91-92)

近代考古學家發現了法老的屍體。發現時屍體處於一個叩頭的狀態

並以此狀態在倫敦博物館第94廳被展覽。即使過了幾千年但他的屍體仍

未腐爛，安拉保護他的遺體只為讓後人從他的身上吸取教訓。

羅馬人的勝利

在身為基督教徒的羅馬人和身為拜火教徒的伊朗人進行的一場戰爭

中，拜火教徒取得了勝利。從中受益的偽信士借此對穆斯林說：

“你們原以為在天啟的經典的幫助下會取得勝利。但是你們看！結

果是拜火教徒最終戰勝了擁有天啟經典的羅馬人！”他們想要以此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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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民們的信仰，打擊他們的信心。然而清高的安拉為此下降了令偽信士

挫敗，令穆民們倍受鼓舞的經文：

“艾裡弗，倆目，米目。羅馬人已敗北於最近的地方。他們既敗之

後，將獲勝利，於數年之間。以前和以後，凡事歸安拉主持。在那日，

通道的人將是歡喜。這是由於安拉的援助，他援助他所意欲者。他確實

萬能的，確實至慈的。”(“羅馬人章”30:1-5)

從戰敗之後，羅馬人便陷入了失敗的陰影中。沒有一人相信在那場

失敗之後還能翻盤。但《古蘭經》肯定的說：

“安拉應許(他們的勝利)，安拉並不爽約，但人們大半不知

道。”(“羅馬人章”30:6)

清高的安拉兌現了他的諾言。歷史學家考證在9年之內羅馬人戰勝了

伊朗人。同一天，穆斯林也在白德爾戰役中戰勝了偽信士78。這在(“羅

馬人章”)第四和第五節經文中被提到，也是讓人們知道的第二個奇跡。

《古蘭經》中預言，在白德爾戰役中敵人將會被打敗79，一段時間

之後穆斯林將光復麥加，獲得勝利80。

這些預言分毫不差的都被實現。類似於此的例子多不勝數81。

穆聖(願主福安之)在沒有啟示的情況下不能提前知道有關幽玄的資

訊。因此《古蘭經》是安拉的言論，它所有的內容都是最為正確的。

③《古蘭經》引領科學

《古蘭經》中很多章節的根本目的是引導人們信仰伊斯蘭教，尤

其是為了使人們認主獨一，也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告訴人們很多精華的

知識。很久之後。這些知識都被現代科學所證實。這些知識便是《古蘭

78 提爾密茲，“經注”,30/3191-3194; Ahmed,I,276; Kurtubi,el-Cami,XIV,3.

79 “月亮章”54：45.

80 “勝利章”48：16，27；Yusuf	 el-Hac	 Ahmed，Mevsuatül’-i’cazi’l-ilmı fi’l-Kur’ani’l-kerim ve’s-

sünneti’l-mutahhara, 大馬士革, 2003, s.20-24.

81 Osman	Nuri	Topbaş, Rahmet	Esintileri, s.279-293.



真實的伊斯蘭  

  88  

經》的另外一個奇跡。《古蘭經》經常走在前面，而科學則在後面不斷

追趕它的腳步。

科學家想要在《古蘭經》中發現安拉在自然和社會中規定的不變法

則，最終他們得出結論——《古蘭經》是受到安拉啟示的產物82。根據一

節經文83指出《古蘭經》暗示未來將出現的知識。然而否認者不研究《古

蘭經》的風格，不等待預言的實現，盲目的否認它84。

《古蘭經》引領科學，它直到世界末日為止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是

一個奇跡。它的每一頁都證明瞭它的偉大。例如它包含的知識所持續的

期限，這些知識不斷被證實。給大家舉一些例子。

指紋

指紋的研究是一門學科(指紋鑒定法)。人們的指紋一生不會改變並

且沒有一個人的指紋會和別人相同。因此這也在保險和法律上成為了最

可靠的身份證明，運用指紋來認證身份。指紋的特點在19世紀末被發現

並開始運用。然而《古蘭經》在西元前就對指紋的特點進行了描述：

“難道人猜想我絕不能集合他們的骸骨嗎？不然，(我將集合他的

骸骨)，並且能使他們每個手指復原！”(“複生日章”75：3-4)

皮膚的痛感

泰國清邁大學醫學院院長塔紮凱特(Tajaket	 Tajason)教授關於痛感做

了一個研究並得到了下面的結論。

為了維持痛感，在皮膚燒傷，神經壞死的情況下必須從新的皮膚

中獲得同樣的神經系統。痛感的形成是由於皮膚中的神經末梢受到了刺

激，然而皮膚被不停地灼燒，神經壞死後痛感便不能被感知。因為大腦

是通過皮膚中的神經傳導獲得疼痛信號的。

82 “賽伯邑章”34：6

83 “優努斯章”10：39

84 Alusı，Ruhu’l-meani,XI,119-120,	“優努斯章”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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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塔紮凱特在《古蘭經》中看到了這個科學結論：

“不信我的跡象的人，我必定使他們入火獄，每當他們的皮膚燒

焦的時候，我另換一套皮膚給他們，以便他們嘗試刑罰。安拉確是萬能

的，確是至睿的。”(“婦女章”4：56)

這節經文使塔紮凱特極為震撼。他決不承認《古蘭經》是一個人類

的言論。他在回國的第一次演講中就有五個學生歸信(伊斯蘭教)。最後

在利雅德舉行的第8屆醫學大會上他念了“作證言”並高喊：“我成為了

穆斯林！”從此之後他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古蘭經》。

原子的分解

在十四個世紀之前被降示的《古蘭經》中曾這樣說過：

天地間微塵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安拉的鑒察，無論比微塵小還是

比微塵大，都記載在一本明顯的天經中(《優努斯章10：61》馬堅譯)

在這節經文中提到比原子還小的東西確實存在，然而原子的分解是在

近期才被發現。在這以前原子在物質的分解中被認為是最小的分解產物。

著名的伊斯蘭思想家魯米(1207-1273)在幾個世紀之前就揭示了真

理：

一個原子如果被分解的話，會發現其中現象如同行星繞著太陽轉一

般。

EVA	de	vitray	meyerovitct	把魯米寫的mecails-i  seba、fihi ma  fih  和《瑪斯

納維》，翻譯成法語書，並且揭開了魯米的書中的奧秘。

他說：“我很自豪，翻譯魯米的書用了我10年的時間，這是一件美

妙而偉大的工作……”

讓我們想一想，魯米曾說的“切開原子就能發現裡面藏著一個太

陽系”，說明瞭原子周圍和裡面都有著像行星一樣運轉著的分子。注意

以下描述：當適當地打開原子口時，它所噴出的火焰足以毀滅世界。歷

史見證，13世紀時，人們提出了原子大爆炸的危險性。九大行星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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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1930年才被科學家們認可。西方人還以為太陽圍著地球轉時，魯米

就指出地球同其他小行星一樣，都圍著太陽運轉。他還有許多令人驚訝

的言論：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會受到星星的影響；太陽影響著動植物的

生存；月亮影響著大海等等。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85。”

而魯米的所有知識、智慧和學問都是從《古蘭經》和聖訓中瞭解到

的。

成雙成對地被造

清高的安拉在《古蘭經》中提到：“我將每種物造成配偶，以便你

們覺悟”(”播種者章”51：49)

“讚頌安拉，超絕萬物！他創造一切配偶，地面所生產的、他們自

己，以及他們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雅辛章”36：36；13：3)

很多學者們很晚才發現，人類和動物是如何成雙成對的被造的，植

物和其他生物也是成雙成對的被造的。甚至原子也是成對的，它們一個

呈正極，一個呈負極。比如正極電流流向負極會產生電流；帶正號的雲

飄向負號的雲會下雨。這個完美的特徵包含了全部的生物。

宇宙的擴張

人們也是近代才發現，隨著宇宙的擴張，星系正以驚人的速度離開

彼此。從這個規律看來，巨大的銀河系中的每一個行星都以著一定的比

例加速離開彼此。比如：離我們一千萬光年遠的一個行星，每秒以250

千米的速度遠離我們；而離我們一百億光年遠的一個行星，則是每秒以

250000千米的速度遠離著我們86。

這種狀態在《古蘭經》中被提及到：

天，我曾以權力建造它，我確是大能的。(“播種者章”51：47)

85 http://www.medyapazari.com/turkiye/atom-bombasinin-tehlikelerinden-haberdar.html

86 Prof.Dr.Osman	Çakmak,	Bir	Çekirdekti	Kainat,	İstanbul	2005,	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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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度的保護

星星的生命消耗完後爆炸成碎塊就會成為流星，流星燃燒著劃過天

空。清高的安拉，通過木星和有巨大引力的土星把通向地球上的危險的

物質吸引住，從而保護地球。

木星和土星這兩顆行星，經常會吸引住將對地球產生危害的流星或

天石，而沒有被吸引住的，才會被月亮吸引。因為月球沒有大氣層，被

行星或流星撞擊時會直接撞到月球表面，形成大大小小的坑。有時我們

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到這些坑。

若是一些不是很大的流星衝破了月亮的吸引力，進入大氣層時，會

由於與大氣的摩擦而開始燃燒87。

流星雨就是行星隕落，它不是直接降落大地上，而是降到中層大氣

層內時由於摩擦被分散成微小的塵埃粒子，之後這些塵埃粒子就變成了

流星雨降到地面上。

地球的運行而形成的磁場和大氣層會保護地球，阻擋來自外界的有

害的光和來自太陽的一些爆炸物的傷害。

有了大氣層的保護，我們不會生活在零下270°的驟冷環境下(而太空

中氣溫是零下270°的)。例如在沒有大氣層的月亮上，晚上氣溫零下150°，

白天達到100°。這是因為沒有“保護層”，太陽的熱量和光線直射到月球表

面所導致的。

在《古蘭經》中這些真理被指出：

“我把天造成安全的蒼窿，而他們忽視其中的跡象。”(“眾先知章” 

21：32)

不會混合的海水

《古蘭經》至仁主章的19節和20節這樣描述了兩海：

87 Çakmak,	Bir	Çekirdekti	Kainat,	İstanbul	2005,	s.9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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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兩海相交而會合，兩海之間，有一個堤防，兩海互不侵

犯。”而且《古蘭經》螞蟻章61節也這樣描述。

這些《古蘭經》所描述的真理則是《古蘭經》的一種奇跡。最後發

現直布羅陀海峽溝連通著地中海和大西洋，有一面屏障阻擋著海水混合

在一起。

這樣兩種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兩邊的海水還保持著原有的屬

性。還有一種相似的例子被發現在1960年，門捷普海峽連通著亞丁灣和

紅海。根據科學證明含鹽量和密度不同的兩種鹽水，由於阻力不同所以

不會混合在一起，不同的水適合不同的生物生存。

河流和大海

在上面提到的水阻力就發生在淡水河流入大海的時候，而形成河

口三角洲。在我們看來，上河水和下河水混合在一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但它們不會和鹽水混合在一起。如果清高的安拉沒有設置這兩種水

的區分和規律的話，淡水和鹽水混合在一起，其中的生物都會滅亡。

在《古蘭經》中提及到：

“他就是任兩海自由交流的，這是很甜的淡水，那是很苦的咸水，

他在兩海之間設置屏障和堤防”(《準則章25：53》 馬堅譯)

層層的波浪和重重的黑暗

進入到海洋的最下面，就像登月球一樣難。如果沒有人類建造的潛

水艇，我們只能進到海水中70米左右，再往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海水200

米以下都是黑暗，1000米以下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清高的安拉在1400年前給我們描述了海底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或如重重黑暗，籠罩著汪洋大海，波濤澎湃，上有黑雲，黑暗重

重疊疊，觀者伸出手來時，幾乎不見五指。安拉沒有給誰光明，誰就絕

無光明。”(《光明》24：40，馬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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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開頭說到的“如浩瀚的大海，激烈的暗波一波又一波”

告訴我們最近幾年內被發現的一個科學真理：內波。

越是進入到海洋深處，我們就越容易發現許多密度不一樣的水層。

這些水層之間就像海洋表面一樣會出現許多波浪，我們稱這些波浪為 

“深波”或者“內波”。這些波浪是無法用肉眼看到的。然而，我們可

以通過測量水層之間的溫度和含鹽率知道這些內波之間的不同。

所有的這些新發現都證實了尊貴的《古蘭經》所說的真實性。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不是航海家，也沒有經歷過航海旅行。但

是，在尊貴的《古蘭經》中確實存在有關海洋的經文。我們在思考這些

經文時確信這尊貴的《古蘭經》是從安拉那裡通過啟示傳達給先知(願主

福安之)的。因為一個描繪風景畫的人只能根據自己生活或觀看周圍的景

物來描繪。尊貴的《古蘭經》降示於一個被沙漠環繞的地區，但它卻有

許多關於奔騰的河流、翠綠的植被、從雲中降下使萬物復蘇的雨水、果

園、花園、山巒和海洋等的經文。

大氣層的壓力

在尊貴的《古蘭經》中，安拉這樣比喻不信道的人：不信道的人如

同空氣，越往上升，空氣越稀薄，那麼呼吸就越困難88。

今天的科學發現，空氣的不斷上升，其密度會隨之減少，而大氣壓

力的減少，氧氣也就會不足。因此，人越往上，呼吸就會越困難，心裡

也就越來越難受。

在《古蘭經》中因為關於這個意義的單詞的發音和韻律將這個意義

表述的淋漓盡致而讓人感同身受。

在先知(願主福安之)時期沒有登高工具，他生活的地方也沒有高

山。那麼，這樣的比喻和表達方式只屬於全知一切的安拉。

88 “牲畜章”6：125



真實的伊斯蘭  

  94  

滋潤的風

在尊貴的《古蘭經》中，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就這樣說到：

“我派遣滋潤的風，我就從天上降下雨水，以供給你們飲料，你們

絕不是雨水的蓄藏者。”(“石谷章”15：22)

這節經文下降好幾百年以後，人們才發現風對於植物和雲所起到的

的嫁接作用。

風被賦予了像“凝結核”一樣攜帶粉塵的任務。這些粉塵是來自大

海表層的塵埃，從沙漠上灑落的粉塵和從火山噴出的灰燼，它們借助風

到達大氣層最頂端，並與水蒸氣混合凝結成水分粒子。如果沒有這些粉

塵，水蒸氣的密度不會變大，空氣達不到飽和，人們也就得不到滋潤萬

物的雨水。

還有大地上不計其數的植物，它們的花粉和種子在風的攜帶下從一

個傳到另一個。就這樣完成授粉，繁衍後代，並為我們提供鮮花、水果

和蔬菜等產品。

清高的安拉說，雲都是很重的89。科學家計算了從雲中降下的雨

水。例如，覆蓋五十平方千米，厚一釐米的雨水大概重五十萬噸。一朵

降雨雲的重量大概是三十萬噸。

光明章第四十三節經文還暗示了冰雹、閃電與人類之間的關聯。

如上面所說，尊貴的《古蘭經》暗示了許多科學真理。這其中，一

部分已經被發現，而一部分仍然等待被發現90。

89 “高處章”7：57

90 有關《古蘭經》和科學真理請參看：[土耳其]奧斯曼•努日•托普巴希，《仁慈的先知》(最新

版)，伊斯坦布爾，2010年，第293-372頁。(http://www.islamiyayinlar.net/content/view/106/8/)； 

[法] Maurice Bucaille博士《聖經、古蘭經和科學》(La Bible le Coran et la science: les ecritures 

saintes examinees a la lumiere des connaissances modernes)巴黎，1980(The Bible, the Quran 

and science, trc. Alastair D. Pannell, Karaci, t.y.)；[英] Afzalurrahman《古蘭的科學》，倫

敦，1981；[土耳其]歐麥爾•契裡克教授《雙音同源：從古蘭經中反射出的科學真理》，伊斯

坦布爾，2009；[美] imaduddin Hlil《古蘭經與現代科學：觀察方法論》美國伊斯蘭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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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信先知

先知們是正道的嚮導。

人們容易誤入歧途，偏離正道。清高的安拉為了保護人們不要進一

步被誤導而給人類派遣了先知。因此，安拉通過經典和先知告訴人們他

們的責任性和局限性，並賦予了他們責任。安拉把這樣的機會賜予了每

一個人。

《古蘭經》中這樣說到：

“我確已使你本真理而為報喜者和警告者。沒有一個民族則已，只

要有一個民族，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經逝去了。”(創造者章”35：24)

宗教的目標是幫助人們消除或減少“私欲”這種負面的推動力，從

而使正面的推動力達到頂峰。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人們需要一個

完美的榜樣，而先知正是被派遣給人類的這樣一個榜樣，這也是安拉給

人類派遣先知的原因之一。

清高的安拉說：

“希望安拉和末日，並且多多紀念安拉者，你們有使者可以作他們

的優良模範。”(“同盟軍章”33：21)

眾先知，不僅僅只是《古蘭經》中被提及的91。根據一些傳述，安

拉給人類派遣了十二萬四千位或者二十二萬四千位使者，他們中，有一

些被賦予了新的伊斯蘭教法，也有許多是繼承以前的使者的教法。

眾先知，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成為先知的，而是由安拉任命的。

因此，他們是具有被安拉賦予了不同特點的人，我們信先知的時候，也

相信他們有這些特點。

誠實：眾先知總是在他們的語言和行為上保持誠實。他們的言行完

雜誌，1991,Vol.8, No.1, s.1-13；[土耳其] Vahiduddin Han博士《伊斯蘭在挑戰》，伊斯坦布

爾，1996；[美] Sinan Adali，《古蘭經的奇跡》，伊斯坦布爾，2010。

91 “婦女” 4：164



真實的伊斯蘭  

  96  

全是一致的。對他們來說，撒謊是不可能的，甚至那些沒有信道的人也

承認他們的誠實。

值得信賴：眾先知是全人類最可靠的人，甚至連非穆斯林也相信

他。正如多神教徒信任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一樣，他們稱他為 

“值得信賴的穆罕默德”，他們把自己的財產寄放在先知(願主福安之)

那裡而不是自己親戚那裡，甚至在先知(願主福安之)快要遷徙去麥迪那

時，他那裡還有許多多神教徒寄存的東西。他冒著生命危險，讓阿裡(願

主喜悅他)留在麥加，以便把這些寄存物交還給它的主人。

擁有非凡的智慧：從才智和遠見的角度看，所有先知都處在人類的

最高等級。他們記憶力超群，有超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說服力。我們的

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一生的言行給了我們許多這方面的例證。

傳達資訊：眾先知完全按照安拉的命令向人類傳達安拉的戒律。他

們在傳達的過程中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戒律的內容。

清白無罪：(眾先知)遠離各種隱藏的和明顯的過失和罪惡。但是他

們也有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唯恐被人們看作神，因此，他們有時

也犯人們犯的一些小小的錯誤，這是安拉所意欲的。因為他們的行為舉

止在一定情況下會以人們的榜樣的方式而被呈現出來。否則，人們就會

說：“先知命令的事超越了我們的忍耐力。”

除了眾先知具有的這五個特徵外，有一些特徵只有我們的先知(願

主福安之)具備：

1.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是最受安拉喜愛的先知，他是所有先知

和人類中最高貴的92。

2.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最慷慨的，他是為全人類和精靈而被

派遣的，就是說，他所帶來的宗教到複生日為止都存在。其他的先知都

是在一段時間內被派遣給特定的民族。如此看來，每個先知在為聖期間

92 Tirmizi,	Menakib,1\3616;	Darimi,	Mukaddime,8;	Ahmed,VI,241; Heysemi,IX,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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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些奇跡，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在他整個為聖期間都有奇跡發

生。最大的奇跡是《古蘭經》，《古蘭經》是安拉給予他最大的奇跡。

《古蘭經》直到世界末日為止都被保護不被篡改。(《布哈裡聖訓集》，土淨

篇，1)

3.封印萬聖的先知，也就是說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是眾先知的

最後一個，或者說他是眾先知的封印者。(《穆斯林聖訓集》，Mesacid，5，6)

4.穆聖(願主福安之)在複生日憑藉他可贊的地位擁有說情的權利。

因為他是仁慈的先知，他會在末日審判的地方給有罪的教胞說情，這個

說情將會被安拉接受。(《布哈裡聖訓集》,認主獨一篇,36;土淨篇,1)

5.他可以從一個月的距離使敵人內心恐懼。(古代阿拉伯的“一個

月的距離”指的是人一個月能走的路程。_譯者注)

6.安拉為他和他的教生,使大地成為了禮拜處和清潔的地方，因此先

知教生中的任何一個信士當禮拜時間來臨時可以立即在所在處做禮拜。

7.戰利品對於以前的先知都是非法的，但對於我們的先知是合法

的。

8.他說話言簡意賅(用極少的語言清楚地表達出意思)。

9.他掌握大地上所有財富的鑰匙。(《穆斯林聖訓集》，Mesacid,5,6)

總之，所有的先知都引導人們認主獨一，每個先知都有著吉慶的，

可敬的性格。他們被《古蘭經》所證實。如果一個人否認任何一個聖

人，那他就不是一個穆斯林。例如：一個人認為爾薩先知不是一個聖

人，那他就不是一個穆斯林。也就是說，所有的先知都傳播著同樣信

仰，就是認主獨一的信仰，他們所傳播的宗教在本質上和伊斯蘭教都是

一致的。

“祝眾使者平安！”一切讚頌全歸安拉，全世界的主！(“列班者章”37

：181-182)



真實的伊斯蘭  

  98  

1.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

清高的安拉在《古蘭經》中說：“信道的人們啊！你們應當敬畏

安拉，應當信仰他的使者，他就把他的恩惠加倍賞賜你們，他就為你們

創造一道光明，你們將借那道光明而行走，他就赦佑你們。安拉是至佑

的，是至慈的。(“鐵章”57：28)

伊本.阿巴斯(願主喜悅他)對這節經文這樣解釋：

這裡提到了兩層意思：一個是對爾薩(願主喜悅他)，印吉利(聖

經)，討拉特(舊約)的信仰。一個是對穆聖(願主福安之)的信仰，對他

加以證實。

經文中的“光明”指的是對《古蘭經》和穆聖(願主福安之)的追隨

和順從……(《奈薩伊聖訓集》，Kada,12)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有一種持經人，他既歸信自己的先

知又歸信穆罕默德，他們將得到雙重的報酬。(《布哈裡聖訓集》,知識篇, 31)

如今，為了擁有完美的信仰，在歸信安拉的同時，對我們的使者 

(願主福安之)的信仰也是十分必要的，完美的信仰就是將這兩個因素完

整的落實在心裡並實踐他的結果。

也就是說只歸信安拉或只歸信使者信仰就不完美。

尊貴的《古蘭經》中提到：

“你們當服從安拉，當服從使者，(當防備罪惡)……”(“筵席章”5

：29)(“光明章”24：54，56)(“穆罕默德章”47：33)

“誰服從使者，誰確已服從了安拉……”(“婦女章”4：71)

“服從安拉及其使者的人，確已獲得偉大的成功。”(“同盟軍章”33

：71)

因此在做證言中，歸信安拉的獨一和歸信使者是安拉的僕人是伊斯

蘭的首要條件。

對使者(願主福安之)的信仰包括接受他，順從他，追隨他，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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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一個學者艾哈邁德.本.罕佰勒這麼說：“我看到《古蘭

經》中有33次命令我們歸信使者。”

然後在尊貴的《古蘭經》中讀到：“…違抗他的命令者，叫他們謹

防禍患降臨他們，或痛苦的刑罰降臨他們！”(“光明章”24：63)

然後他在反復的讀這節經文後，說道：

“這段經文中提到的禍患指的是什麼呢？是以物配主、舉伴安拉，

每個人都有可能遭受這種災難，當一個人否認使者(願主福安之)說出的

一些話時，他的心就變得沉重(或歪曲)，(信仰的)心會動搖。最終遠離

正道，從而走向滅亡。”“指你的主發誓，他們不通道，直到他們請你

判決他們之間的紛爭，而他們的心裡對於你的判決毫無芥蒂，而且他們

完全順服。93”(“婦女章”4：65)

先知默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在西元571年4月20日，伊曆3月12日星

期一的早上，日出前出生在尊貴的麥加，他高貴的血統來自先知伊斯瑪

依的兒子凱紮爾家族。這個家族是貴族家族，一直延續到阿德南人94，在

古萊氏部落中無論是先知的父親還是母親都來自最純潔最高貴的血統。

在他出生前兩個月父親就歸真了，六歲時母親也歸真了。他是以孤

兒的身份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跟他叔叔在一個純潔的環境裡長大，有一

段時間做牧羊人95。然後做生意96，因為他正直，誠實，買賣公平，因此

93 Ibni-i Batta el-Ukberi,el-Ibanetu’l-kubra,no:99; Ibn-i Teymiyye, es-Sarimu’l-meslul. Beyrut，1417， 

I，59.

94 Buhari,Menakibu’l-Ensar,28;Ibni-Hisam,I,1-3 Ibn-i Sa’d，I，55-56.

95 幾乎所有的先知都當過牧羊人。(布哈裡，“雇傭章”2；“列聖章”29)就這樣，安拉在沒有給他們宣

教的任務之前，首先教會他們管理能力。放牧可以開闊視野、培養風度和增加仁慈之心。放牧人

通過保護自己的羊群來培養自己的忍耐。因為，對所有的被造物仁慈、忍耐他們的無理和粗魯，

這些是先知們應具備的最重要的特點。為了保護羊群免遭野獸的攻擊，牧羊人必須在羊群的前後

不斷地察看是否有受傷或生病的落隊的羊羔。先知(願主福安之)說道：“你們都是牧羊人，你們

要對你們的羊群負責…”(布哈裡，Vesaya,9)也就是說，所有的穆斯林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

96 布哈裡，“雇傭章”2；艾布.達烏德，“禮儀章”，17，82； Hakim,III,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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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很多人認識。他很受人尊重，名聲良好，人們稱他“可信賴的人，最可

信的人”。當時“可信賴者97”幾乎成了他的第二個名字，在他二十五歲

時麥加人都稱他“可信賴者”97。他們不信賴自己的幫手而相信我們的先

知(願主福安之)，稱之為“可信賴的穆罕默德”。他們把最貴重的東西託

付給他。在維修卡白時，關於“黑石”如何放回原來的地方這件事，各個

部落起紛爭時，他們一致同意讓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裁決這件事，他

也通過明智的做法解決了這件事，同時避免了一場很大的戰爭98。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是宗族中最英勇的，最慷慨的，也是最有

威望的人。他的血統是最高貴的，他擁有最高尚的道德。他是最善待鄰

居的人，也是最溫柔和守信的人。

他遠離違背人道的事，從不抱怨也不和任何人爭吵99。他擁有高尚的

品德，因此身邊的所有人都認識他，所有人都因他高尚的品德而尊重他。

為聖，成為先知

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在四十歲時成為了先知，他從來沒有期待過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安拉意欲這件事發生了。使者(願主福安之)在艱

難的環境下開始了作為先知的使命。為了引導人們走向正道，他經受了

很多考驗。為了培養人們的信仰、公正、仁慈和愛而努力奮鬥。為了拯

救人們在今世生活和永恆的後世生活，他犧牲自己並做了很大努力。先

知(願主福安之)說：

“我不為傳達使命而向你們索取任何報酬，我不是造謠的！100”

他只為得到安拉的回賜而宣教，執著地向不通道者宣教。

我們的先知是一個文盲，就像當時的很多人那樣，不會讀書也不會

97 Ibn-i	Sa’d,I,	121, 156

98 Ibn-i  Hisam, I, 209-214;	Abdurrezzak,V,319.

99 Ibn-i  Hisam,I,191;	Ibn-i		Sa‘d,I,121.

100 “薩德章” 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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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清高的安拉說：“以前，你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假若你會讀

書寫字)那麼，反對真理的人必定懷疑！”(“蜘蛛章”29：48)

因此，我們的先知所說的，所做的不可能是從哪本書或是哪個人那

學來的，{那是不可能的事。}一個文盲在四十歲以後突然開始寫出很高

境界的，即押韻有含有豐富知識的書(指《古蘭經》)，只有通過安拉的

啟示才有可能實現。這在當時所有的敵人都知道，並且接受這個事實。

多神教徒為了讓使者(願主福安之)放棄宣教出謀劃策。他們利用使

者最喜愛的叔叔。他們用王權，收集所有的財產給他，讓他娶最漂亮的

女孩等等，提出十分誘人的建議，他們還說：“無論你想要什麼，我們

都可以給你，(只要你肯放棄信仰)。”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給了他

們一個明確的回答：

“我不想要你們的任何東西，無論是財產，權力，或是讓我當國

王，長官！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不要崇拜偶像，只崇拜獨一的安

拉！”(Ibni	 	 Kesir	 ,el	 Bidaye,III,99-100)

面對多神教徒的建議我們的先知沒有做出任何妥協，他們開始對穆

斯林採取一些逼迫人放棄信仰的行動。穆斯林在日益嚴重的迫害和虐待

中，一部分穆斯林遷徙到一個有著公平法度的地方，衣索比亞。

多神教徒與保護穆斯林的哈西姆家族斷絕交易，禁止通婚和斷絕所

有人際關係，並把這些寫成法律釘在卡白的牆上。這種強烈的抵制和封

鎖持續了整整三年。穆斯林經歷了巨大的饑荒和經濟磨難。餓的時候就

吃一些樹皮，樹葉和草根。遠遠的就能聽到孩子的哭聲。

我的養主啊！求你原諒我的宗族，他們是無知的

三年的聯合抵制完全結束後，先知的叔叔艾卜.塔里布和他妻子海

提潔相續歸真了。因此，敵人開始了更加野蠻的攻擊。安拉的使者(願

主福安之)帶著宰德.本.哈瑞斯去了距離麥加一百六十公里的一個叫塔

伊夫的城市。那裡有他們的一些親戚，並在塔伊夫待了十天。那裡的人



真實的伊斯蘭  

  102  

先嘲笑他，後來又侮辱他。並安排他們的奴隸站在先知要走的路兩旁，

當他經過時就拿石頭砸他，當我們的仁慈的先知被砸得滿身是血時，他

也沒有做不好的祈禱，他擔心自己的使命沒有很好地完成，他說：“安

拉啊！我那麼弱小、無能為力，在我的民眾看來我是那麼軟弱無能。最

仁慈的主啊！如果你沒有因我而憤怒，我絕不在乎遇到的所有困難。主

啊!求你寬恕我的民眾吧！他們是無知的。主啊！求你寬恕我直到你喜

悅……”(Ibni Hisam,II,29,30;Heyseyi,VI,35)

通過這個祈禱，我們明白使者(願主福安之)的唯一目的是得到安拉

的喜悅和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目標，他不在乎承

受最嚴峻的壓迫和考驗。因此他是“仁慈的先知”。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從塔依夫回去時說：“我回過頭，十分

傷心的走著，直到到達卡努薩裡蔔之前都沒有清醒過來，我一抬頭，看

到一朵雲在為我遮陰。仔細看去，發現哲布萊以萊天使在雲中。”他對

我說：

“安拉知道塔依夫的民眾對你做了什麼，是如何拒絕保護你的。

因此為你派遣了管理山的天使，你希望他們得到怎樣的懲罰，就命令他

吧。”

管理山的天使對我道瑟蘭，然後說：“穆罕默德啊！安拉知道你

的民眾對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我是管理山的天使。你希望我做些什

麼？安拉為你派遣了我。你希望我怎麼做？或是希望我將把兩座山壓在

他們頭上嗎？”

這時使者說：“不，我只希望他們的子孫中出現只崇拜安拉，並且

不以物配主的人。”(《布哈裡聖訓集》，Bedul-Halk,7;《穆斯林聖訓集》，聖戰,111)

從塔伊夫回來的路上，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下榻在一個地方，

晚上在他讀《古蘭經》時，有一夥精靈來聆聽，他們聽後都回歸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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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歸信先知。他們聽了一會兒使者的講述後，帶著傳播伊斯蘭的使命回

到自己的民眾中去了101。

緊接著這艱難的時期，清高的安拉邀請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登

宵。一天夜裡(安拉讓他)從禁寺出發，並為他顯示了一些跡象，而後安

拉將他帶到了他禮拜的遠寺。從那裡開始升霄，並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

會晤102。

遷徙

有一天，從麥迪那來了一夥人成為了穆斯林。他們開始在麥迪那傳

播伊斯蘭。他們要求先知為他們派遣老師，因此先知派穆斯阿蔔.本.吾

邁爾和阿卜杜拉和阿卜杜拉.本.吾密.邁克圖姆前去。他們在短時間內努

力去每個家裡宣教。後來(麥迪那)的穆斯林就邀請使者(願主福安之)去

麥迪那並承諾保護他。

巴拉·本·阿茲蔔(願主喜悅他)說：“首次向我們(麥迪那)遷徙

的聖門弟子是穆斯阿蔔·本·吾邁爾和阿卜杜拉·本·吾密·邁克圖姆

(願主喜悅他倆)。他們的到來讓我們開始讀《古蘭經》。然後是安瑪

爾.本.雅思爾、比拉勒和薩德.本.艾比.宛尕斯(願主喜悅他們)來了，然

後是歐邁爾·本·哈塔蔔和二十個遷士(願主喜悅他們)來了。在他們之

後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來了。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來時，我從

沒見過麥迪那人那麼高興，我甚至看到年輕的女孩和孩子們(都出來迎接

先知)。

“這就是安拉的使者，他來到我們的城市了！”他們高興地這樣

說。

101 “沙丘章”46：29-32;	 “精靈章”72：1-10;	 Buhari,Tefsir	 	 72,Ezan,105;	 Muslim,Salat149; 

Tirmizi,Tefsir72\3324; Ibn-i 薩德,I,212.

102 “夜行章”17：1;	 “星宿章”53：1-18; 布哈裡,Bed’u;l-Halk	 6；“眾先知章”21：22,43；Menajibu’l-

Ensar42,Tefsir17\3,Esribe1,12;	 Muslim,Iman264,272,Esribe92;	 Tirmizi,Tefsir	 94,Deavat58; 

Nesai,Salat1,Esribe41;	Ahmed,V,418;Ibn-i 薩德,I,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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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願主福安之)來的時候，我背誦了“你應當讚頌你至高的主

的大能超絕萬物”(“至高章”87：1)和類似這樣的幾節經文。(《布哈裡聖訓集》，古蘭經注

釋,87,1)

就這樣結束了十三年的麥加生活，開始了為期十年的麥迪那生活。

穆斯林和他們的鄰居猶太人部落簽署了“麥迪那憲章”。這是世界

歷史上第一個書寫的憲法103。

然後，為了對抗攻擊麥迪那的敵人，穆斯林做了一些保衛戰。八年

後以和平的方式光復了麥加。(遷徙後)第十年時阿拉伯半島的所有人都

服從了先知。

安拉為了憐憫全世界而派遣了使者(願主福安之)，他在軍事行動中

採取仁慈的政策，因此可以在短時間內征服整個阿拉伯半島。為了避免

雙方發生流血衝突，解決所有的問題時，都首先採取了談判的方式。

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一共參加過29次聖戰。其中有16次沒有發

生武裝行動，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的。有13次是被迫參與武裝行動，在

所有的聖戰中有140名穆斯林成為了烈士，敵軍大約死了335人104。

在伊斯蘭中，聖戰的本意不是殺人，也不是為了獲得戰利品；不

是為了佔領領土，也不是為了血染土地；不是為了消滅大地上的哪個種

族，也不是為了獲得利益(私人恩怨)，或是獲得物質利益，更不是為了

報仇。與之相反，(聖戰的本意)是為了解放受壓迫的人，讓人們充分享

受信仰自由，引導人們走正道，消除各方面的不公平。

希望和安拉會面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的一個釋奴艾布.穆外何拜(願主喜悅他)

說：

103 Prof.Dr.M.Hamidullah,	The First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the World,	Lahore,	1975. 

104 Prof.Dr.M.Hamidullah,	Hz.Peygamber’in		Savasları,	Istanbul		1991;	Dr.Elşad		Mahmudov,	Sebepleri		ve		

Sonuçları		açısından		Hazret-i		Peygamber’in		Savaşları,	Istanbu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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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使者(願主福安之)對我說：“看！我奉命為墳墓中的人求

饒，快！跟我來！”我就在黑暗裡跟隨了他。他站在那些墳墓跟前說：

“墳墓的人們啊！求安拉賜你們平安！你們的現狀的確比你們在今

世時讓你們感到更高興。散播謠言造成的混亂將要像黑夜一樣來臨。他

們接踵而來，愈加嚴重，愈加嚴峻。”

然後，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對我說：

“艾布.穆外何拜呀！毫無疑問，(安拉給予我)世界上所有財富的

鑰匙，還可以選擇在今世永存，然後給予我進天堂的許可。我選擇和安

拉在一起。”

那時，我說：

“我願為你犧牲我的父母，你就選擇把全世界的財富都給你，然後

再進入天堂吧！”

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不！艾布.穆外何拜呀！指安拉發

誓，我選擇和安拉在一起。”

然後，使者(願主福安之)就回去為穆斯林 的後世做杜阿。此後，使

先知(願主福安之)歸真的病痛開始了。(Darimi,Mukaddime,14;Ahmed,III,489,488;Hakim,

III,57,4383)

使者(願主福安之)是在西元632年，在向麥迪那遷徙十年後歸真的。

（1）高尚的道德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是自古以來乃至將來道德最高尚的人。清

高的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說：

“你必得享受不斷的報酬，你卻是具備一種偉大的性格的。”(“筆

章”68：3-4)

他用他最高尚的品德感染和教育身邊的人，他是最偉大的先知。 

屬於葛法瑞部落的艾布.宰爾(願主喜悅他)，當他得知我們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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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福安之)在麥加為聖的消息後，告訴他的既聰明又能幹的詩人弟弟

吾奈斯說： 

“你乘你的坐騎去麥加，聽那個偉大的先知說的話！”

吾奈斯從麥加回來時說：

“我看到那個偉大的先知用最高尚的品德教育身邊的人。”(《布哈裡

聖訓集》，“禮節”,39)

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說：

“我不是為了別的而被派遣，只是為了完美高尚的品德而被派遣

的”105他用這句話說明瞭他被派遣的目的，同時強調品德的重要性。

這裡舉一些他擁有高尚品德的例子

誠實（說真話）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為人們)帶來了真理，為了改變和教授人

們真理而被派遣。因此，不要說他會撒謊，他連空話或是沒有意義的動

作都不會做。

來自阿卜杜拉.本.阿米爾(願主喜悅他)的傳述：

“我為了保證使者說的都是實話，因此我將他說的所有話都寫下

來。有些穆斯林不讓我這麼做。”

他們說：“安拉的使者也是一個人，生氣時也會說話，平常也會說

話，即使這樣你也要將他說的所有話都記錄下來嗎？”

然後，我放棄記錄，然後將這件事告訴使者。然後使者指著自己的

嘴說：

“你寫！我以安拉起誓，我這張嘴不會說除了真理之外的任何言

辭。”(艾布.達烏德，“知識”,3\3646;Darimi,Mukaddime,43\490;Ahmed,II,162;Hakim,1,187)

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所有的言辭都是為了宗教的律例。無論他

105 Muvatta’Husnu’l		Hulk,8;	Ahmed,II,381; Beyhaki, es-Sunenu’l-Kubra,X,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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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氣時還是高興時都不影響他時刻與安拉聯繫和能夠接受啟示的心。

不能污染湧出哲理的源泉。

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敵人都承認他十分正直，有無數例子可以

證明他的正直，這裡來舉兩個例子。

就連多神教徒也確認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品德高尚，他們確信

使者不會撒謊。可他們卻受私欲的奴役，不願失去今世的利益。

有一天，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和，與使者作對的艾蔔·賈黑勒

和艾蔔.賈黑勒的朋友們碰面了。他們說：“穆罕默德呀！指安拉發誓我

們相信你不會撒謊。你是我們中最忠實的人(說真話的可靠的)。我們只

是不相信你帶來的啟示……”

關於這件事，清高的安拉在《古蘭經》中說：

“他們所說的話必使你悲傷，他們不是否認你，那些不義的人，是

在否認安拉的跡象。”(“牲畜章”6：33)(《提爾米茲聖訓集》，Tefsir,6\3064;Vahidi,Esbab,	

s.219)

也就是說，他們從內心相信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是安拉的使

者。但是他們受私欲的奴役，因此他們不相信先知，與先知對抗。

關於這件事的另一段傳述這樣說：

麥迪那人薩德·本·穆阿茲(願主喜悅他)去尊貴的麥加進行副朝。

他去多神教徒吾邁耶·本·哈萊夫家做客。吾邁耶因經商去沙姆(今日的

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等地區)經過麥迪那時，也會去薩德·

本·穆阿茲家做客。(他們是朋友。)吾邁耶對薩德說：

“你等一會兒！等正午太陽最炎熱時沒人去卡白時你再去環繞卡

白！”

正當薩德環繞卡白時艾蔔·賈黑勒來了：

“那個環繞卡白的人是誰？”他問道。薩德說：“我是薩德·本·

穆阿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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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蔔.賈黑勒說：“你如此安全的在環繞卡白，但是難道你不是支

持穆罕默德和聖門弟子的人嗎？”

薩德說：“是的，我是。”於是他們開始爭吵

這時吾邁耶對薩德說：“你不要對艾蔔.賈黑勒大吼大叫！他是這

裡的掌權者，是最具權威的人！”

薩德(願主喜悅他)對艾蔔·賈黑勒說：“如果你敢阻止我環繞卡

白，指安拉發誓我會打斷你去沙姆經商的路！”

吾邁耶再次對薩德說：“你不要大吼大叫的！”他讓薩德閉嘴。這

讓薩德很生氣。

薩德說：“你不要管我！我聽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說，他要殺了

你！”

(因為吾邁耶，曾經折磨先知又揚言威脅要殺了先知，先知聽了那

些話後，說我要將你殺掉。)

吾邁耶問道：“我嗎？”

薩德說：“對！就是你！”

然後吾邁耶·本·哈萊夫說：“指安拉發誓，穆罕默德從不說一句

謊話！”他因為害怕到他妻子身邊說：

“來自麥迪那的兄弟(薩德)對我說了什麼，你知道嗎？”

他妻子問道：“說了什麼？”

吾邁耶說：“穆罕默德說要殺我！”

他妻子說：“指安拉發誓，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從不說謊！”確

定了薩德帶來的消息。

過來一段時間後，多神教徒宣佈要出征去白德爾，並叫上了吾邁

耶。吾邁耶的妻子對他說：“難道你忘了你那來自麥迪那的兄弟(薩德)對

你說了什麼？”吾邁耶不想去白德爾戰役了。但是，艾蔔·賈黑勒來了：

“你也是這裡的人，不能不去！大家只是一起走一兩天，然後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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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騙他說。吾邁耶就跟他們一起走了兩天，但沒有回去。結果安

拉使他在這場戰爭中死掉。(布哈裡，“美德章”，25；IV,184-185)

謙虛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是最偉大的先知，同時也是最謙虛的

人。在他和平收復麥加那天，在人們眼裡他是最強大的。那一天是報多

年被折磨壓迫的仇的好機會。但他是一個寬恕的，仁慈的先知。那天他

坐在他的駱駝上以叩頭的姿勢進入麥加。對來到他身邊緊張又害怕的

人，講一些困難時期的事情：

“請放鬆，我的兄弟！我不是一個國王也不是首長。我只是一

個古來氏部落吃過幹肉的女人的兒子。”(《伊本馬哲聖訓集》，Etime,30; 

Hakim,III,50\4366)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不允許人們過分誇獎他。他這樣說：“請

你們叫我‘安拉的僕人和安拉的使者’！”(布哈裡，“列聖章”,48)

因此，謙虛能提高人的品級，更加接近安拉！

先知(願主福安之)在作證言中添加‘abduhu：安拉的僕人’，來保

護他的民眾，不像前人那樣將人神話。

也就是說：“你們不要過分的抬高我的地位！因為安拉要讓我在為

聖前做一個僕人。”(Heysemi,IX,21)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看望病人，參加殯禮，答應僕人的邀請，

騎過毛驢。和別人同乘坐騎，擠羊奶，接待客人，為他人服務，請客。

他為瞭解決一個寡婦，一個窮人或是一個可憐人的困難，堅持和他們在

一起，不會半途而廢，也不會驕傲自大106。

使者(願主福安之)與聖門弟子同坐，當一個陌生人來的時候，如果

他不問，他就不知道哪個是先知。(《奈薩伊聖訓集》，“信仰”,6)

106 提爾密茲，“殯禮” 32\ 1017;伊本.瑪哲，“淡泊塵世” 16；奈薩伊，主麻 31；哈克

姆，I，12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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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十分簡樸和謙遜。他過著平淡清廉的生

活。

阿伊莎(願主喜悅她)傳述：

“有人給使者帶去了一個杯子，裡面裝著奶和蜂蜜。安拉的使者 

(願主福安之)這樣說：

‘這個飲料裡有兩種恩惠，一個杯子裡融合了兩種東西！我不需要

它，但我不覺得它是非法的。只是我害怕在複生日時清高偉大的安拉對

我的清算。我為安拉而謙遜。誰為安拉而謙遜，安拉就提高他的品級。

誰驕傲，安拉就降低他的品級。誰勤儉節約，安拉就使他富足，誰紀念

死亡，安拉就喜悅他。’”(Heysemi，X，325)

我們的阿伊莎(願主喜悅她)母親這樣說：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從不在早餐時將食物留到晚上，也從

不在晚餐時將食物留到早上。他沒有兩件同樣的衣服，沒有兩件襯衣，

沒有兩件外套，沒有兩件長袍，也沒有兩雙鞋。當他在家時也從不閑下

來，要麼幫窮人修鞋子，或是為窮人縫補衣服。(Ibnul-Cevzi,	 Sifatus-Safve,I,200)

善良和仁慈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對全人類都充滿善意和仁慈。清高偉大的

安拉在尊貴的《古蘭經》中說：

“你們本族中的使者確已來教化你們了，他不忍心見你們受痛苦，

他渴望你們得到正道，他慈愛信士們。(“懺悔章”9：128)

他慈愛信士們的同時對全人類也很仁慈，就連他的敵人，他也會仁

慈對待。(“伊姆蘭的家屬章”3：119)

阿卜杜拉·本·吾拜德(願主喜悅他)傳述：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在吳侯德戰役中，牙齒掉了，額頭受

傷，血流到了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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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安拉的使者啊！你詛咒那些不通道者吧！”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

“安拉派遣我不是為了批評誰或是詛咒誰！安拉派遣我是讓我為人

們多多做杜阿，憐憫全人類！我的養主啊！求你饒恕我的民眾吧，因為

他們是無知的！”(Beyhaki, Suab, II, 164\1447)

安拉的使者不僅僅對人類充滿仁慈，對動物和植物也十分仁慈。有

一天，他經過一個骨瘦如柴的駱駝旁邊時說：

“你們不要侵犯那些不會說話的動物的權力，你們應當敬畏安

拉。你們應當善待它，若你們要吃它的肉，也應該給它吃的並好好照顧

它。”(《艾布.達烏德，Cihad 44\2548)

慷慨大方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是最慷慨大方的人。古來氏部落中多神教

徒的首領薩夫萬.本.吳耶葉在沒有成為穆斯林時同使者(願主福安之)參

加了侯乃因和塔依夫的戰爭，在基拉奈整理戰利品時，使者(願主福安

之)看到薩夫萬在很奇怪的看著那些動物，使者問道：

“你很喜歡他們嗎？”

“是的。”他回答道。

使者說：“那所有的都歸你了！”

薩夫萬忍不住說：“沒有人比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更慷慨大

方。”

然後他就念了清真言，成為了穆斯林，他回到他的宗族中說：

“我的宗族們啊！快！去成為穆斯林吧！因為穆罕默德(願主福

安之)毫不畏懼貧窮，十分慷慨的送禮物給別人。”(《穆斯林聖訓集》， 

Fedail,57-58;	 Ahmed,III,107-108;	 Vakidi,II,854-855)

來自薩夫萬·本·吳耶葉在(願主喜悅他)的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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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者(願主福安之)身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的，他就會承

諾當他有時便會給予。”(Darimi,	 Mukaddime,12）甚至比這個更加慷慨……

一天，一個窮人問使者要一個東西，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我身邊沒有什麼可以給你的，你以我的名義去買，我再去還

錢。”

歐麥爾(願主喜悅他)不願我們的先知受委屈說：

“使者啊！你身邊有東西的話，你可以給別人。如果沒有的話，安

拉不會指責你沒有完成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從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的臉上可以看出他不滿意這個回答，輔

士中的一個人說：“安拉的使者啊！願我的父母為你獻身，你不要擔心

你的東西會減少。”

先知很滿意這個聖門弟子的話，微笑著說：“安拉也讓我這麼

做。”(Heysemi, X, 242)

聖門弟子賈比爾傳述：“有人想從先知那裡得到一些東西，先知從

來都不會拒絕。”(《穆斯林聖訓集》,Fedail,56)

他慷慨大方，他依靠著一個堅固的基石。從伊斯蘭的角度看來，人

們真正的財產就是花費在安拉的道路上的財產107，而不是為了今世而花

費的財產……

寬容之心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經常選擇原諒他人，他從未沒有想過懲罰

任何人，他確實有能力去懲罰那些在他身上行虧的人，但他選擇原諒他

們。先知甚至禁止聖門弟子們批評他人的缺點，即使是以隱晦的方式。

因為先知(願主福安之)不想對那些穆斯林和否認者行虧，所以所有

人在人際交往中都以禮節和道德來修飾自己。和平光復麥加的時候，過

107 提爾密茲，“復活篇”，33/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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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21年以來敵對先知的人集合在先知的面前等待先知的判決。先知問他

們：“古萊氏部落的人啊！你們想一下，我應該怎麼處置你們呢？”

古來氏部落的人們說：“我們希望你可以善待我們，你是我們慷慨

大方的兄弟，你是我們慷慨大方的兄弟的兒子！……”因此，安拉的使

者(願主福安之)說：

“我就像優素福先知當年對他的哥哥們說的那樣‘…今天我對你們

毫無譴責，但願安拉饒恕你們，他是最慈愛的’108，好了，你們走吧，

你們現在自由了！”(İbn-i	Hişam,	 IV,	32;Vakıdı,	 II,	835 ;İbn-i	Sa`d,	 II,	142-143)

之後那天被稱為“得到憐憫的一天。”109

在那天，先知也饒恕了殺了先知的叔叔哈姆宰的瓦赫什，還有咬了

一口哈姆宰的心的杏德110，也原諒了海巴爾•本•艾斯外德，因為他讓先

知的女兒宰乃蔔從駱駝上摔了下來。先知(願主福安之)不僅原諒了他，

讓他避免了別人對他的批評，也避免他因為過去做過的壞事而被別人挖

苦。(Vakidi,	 II，857-858)

光復麥加之後，艾蔔傑海勒的兒子伊科勒邁逃跑了，先知(願主福

安之)沒有提伊科勒邁之前做過的壞事而是讓他的妻子去把他叫回來，他

的妻子走了很長的路給他傳達了先知的邀請並且說服他回到麥加。當他

們快到麥加的時候，先知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對聖門弟子

們說：

“伊科勒邁•本•艾蔔傑海勒現在正以穆民和遷士的身份返回，你們

不要再批評他的父親！即使是一個很壞的人，在他歸真之後也不要批評

他。”(Hakim, III, 269/5055;Vakidi	 ,II,	851)

108 “優素夫章”12：92

109 Vakidi,III,352;Ali	el-muttaki,kenz,no:30173

110 布哈裡，“戰役章”,23; 穆斯林聖訓集，akidiy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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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看到伊科勒邁來了之後很高興的站起來說

了三次：

“歡迎回來！”伊科勒邁(願主喜悅他)說：

“指主發誓，先知啊，我要把我剩下的財產都花費在安拉的道路

上！”(Hakim, III, 271/5059;	 Vakidi,	 II,	 851-853; 提爾米茲,	 Isti’zan,34/2735)

先知(願主福安之)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樣原諒了許多人……他不僅糾

正人們的錯誤也給人們清潔了心靈，安拉因憐憫眾世界而派遣了先知。

清潔和優雅

從伊斯蘭看來，清潔是信仰的一半，也是善功的開始。因此，要求穆

斯林穿著整齊，先知(願主福安之)不喜歡衣衫不整，也不建議人們淩亂著

頭髮和鬍鬚。他是一個特別整潔的人。艾蔔 胡萊勒(願主喜悅他)傳述：

“我從沒見過比先知還要俊俏的人，他的面容充滿了太陽之

光……”(Ahmet,II,380,350)

伊斯蘭重視優雅，它是純潔心靈和美麗的源頭。先知不會說汙言穢

語，他只會說吉慶的話。他說：

“在複生日，穆民在天平上，最重的是優美的品德，安拉憎惡說汙

言穢語的人。(《提爾米茲聖訓集》，birr，62/2002)

當先知聽到別人說壞話的時候，他不會指名道姓的說“某人怎麼怎

麼樣！”，他會委婉的說“有的人怎麼怎麼樣！”這樣看起來更高尚。 

(《艾卜•達伍德聖訓集》，禮節，5/4788)

先知(願主福安之)在一段聖訓中提到了關於清潔和優雅：

“你們當謹防被詛咒的三件事：

1.在源泉處大小便

2.在路中間大小便 

3.在人們乘涼的地方大小便。”(《艾卜•達伍德聖訓集》，清潔篇，14/26;《伊本•馬哲聖

訓集》，清潔篇，21；艾哈邁德，1，299；HAKIM,I，27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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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婦女的地位

自從伊斯蘭來臨之後，給婦女們帶來了獨有的權利。婦女象徵著一

個宗族的貞潔和美德，婦女們得到了尊重。

先知(願主福安之)說：“天堂在母親腳下！”111這段聖訓讓婦女提

高了地位。先知(願主福安之)在婦女面前從未抬起過他的手，他從未打

過任何人112。安拉在《古蘭經》中說：

“你們當善待她們。”(“婦女章”4：19)

先知說：“你們中最優秀的人是善待婦女和品德優美的人”。(提爾米

茲，Rada,11/1162)

“一個人不要在心中厭惡他的妻子，他或許不喜歡她的這一面，他

或許會喜歡她的另一面。”(穆斯林，Rada，61)

“今世的利益是短暫的，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是有教門和清廉的婦

女。”(穆斯林，Rada,64;奈薩依，“婚姻”15；伊本•馬哲,“婚姻”5)113

111 Nesai,Cihad,6;	Ahmed,III,429;	Suyuti,I,125

112 《伊本•馬哲聖訓集》，婚姻篇，51

113 這裡談一下關於婦女的一生的情況：

 1.一夫多妻：這個不是以伊斯蘭開始的。有關一夫多妻的習慣，伊斯蘭限制一夫多妻並且保障雙

方的權力：

 伊斯蘭來臨之前，婚姻無限制，伊斯蘭來臨後最多限制是4個，另一方面，娶多個妻子，對於穆

民不是“命令”。由於一些被迫的原因而娶多個妻子是“允許”的，例如：戰爭，生病，殘疾，

長期分居，保護等等這些原因。一夫多妻指家庭分裂出現了寡婦和無人照顧的婦女，可以這樣實

行從而將一個家庭的破裂所帶來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傷害會降到最低，同時迫不得已的一些人為了

避免自己的權利受到傷害，男人可以娶多個妻子，但在他的妻子之間有“公平對待”的義務，在

《古蘭經》中這樣描述：“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對待孤兒，那麼，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

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麼，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

或以你們的女奴為滿意。這是更近於公平的。”(婦女章4：3)“即使你們貪愛公平，你們也絕不能

公平地待遇眾妻；但你們不要完全偏向所愛的，而使被疏遠的，如懸空中如果你們加以和解，而

且防備虐待。那麼，安拉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婦女章4:129)

 2.先知的婚姻：先知(願主福安之)的婚姻不是為了滿足他的私欲。他，25歲的時候接受了比他大

15歲的海蒂哲的求婚並與她結婚。麥加的所有貴族都向海蒂哲求婚，先知的道德和品格吸引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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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哲，所以海蒂哲想和先知結婚。先知並不是貪圖海蒂哲的財產和滿足自己的私欲而與海蒂哲結

婚，而是尊貴的原因。先知在普遍一夫多妻的社會中，直到50歲為止只與一位妻子的生活也是極

為幸福的。但是先知在生命快終結的時候，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而產生了一夫多妻。(1)為了傳播

和壯大伊斯蘭，先知(願主福安之)的有些婚約是和對立的部落結成的，因此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例如：哈伊貝爾中和猶太首領的女兒索菲亞的婚姻，改善了和猶太人當時的關係——建立聯姻期

間。再舉一個例子：先知和一個首領的女兒珠外勒葉的聯姻使許多俘虜獲得了自由，因此整個部

落都進入了正教。(2)使者的大多數婚姻是為了讓婦女瞭解先知在家裡的行為，已達到教育的目

的。先知的妻子們擔負著講解她們學到的伊斯蘭律法的重要責任。(3)作為穩麥的監護人的安拉的

使者，為了獎勵和保護首批加入伊斯蘭和常常遭受到敵軍的折磨的勇於獻身的聖門弟子們，他的

有些婚姻因此而形成。例如：艾布•蘇福揚的女兒溫姆哈比白的婚姻，這對於處於困境中的穆民來

說無疑是一個喜訊。因為溫姆哈比白的丈夫在阿比西尼亞叛教了，她在一個很艱難的條件下生存

了下來並且保護了自己的信仰和尊嚴，與此同時她沒有向麥加的首領(她的父親)艾布•蘇福揚尋求

幫助。(4)社會上有些錯誤的信仰、錯誤的理解和他們接受的根深蒂固的形式需要改變。先知和宰

娜蔔•本•佳海什的婚姻就是因為這種原因。由於這個以及相似的一些原因，安拉命令使者娶多個

妻子，在這個方面對先知的介紹已經很充分了。(詳情請參考“同盟軍章” 33：37、50)

 3.婦女繼承遺產的份額和作證：伊斯蘭的繼承法規定分配遺產時要做到公平公正，花費比較多的

男人得到的份額比女人多一些。因為男人要承擔結婚時要給的聘禮、結婚辦宴席的費用同時還有

養家糊口等責任，也就是說伊斯蘭遺產法中男女份額的區別取決於責任和義務，兩者之間要保持

平衡。婦女沒有養家糊口的責任，是因為她的任務就是培育後代和保持家庭秩序，因此，女人的

份額是男人的一半。這個份額是為了保障那些不能再婚的、離婚的或有個人需要的婦女。一方面

婦女具有感性的、溫柔的、仁慈的、憐憫的、有羞恥感的、有奉獻精神的、照顧孩子和保護孩子

等等特點。她們身體弱小、感性、仁慈，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驚恐的事情，有時候在身體上或精神

上會有些軟弱，因此，在伊斯蘭中，兩個女人的作證等於一個男人的作證。實際上，清高的安拉

創造的每一個物體都為了一個目的，並且為了讓他們實現自己的目的而為他們提供生理和心理方

面的結構，安拉讓男人負責外面的事物和養家糊口，因此，為了讓他理所應當的完成這個任務而

使男人更加的強壯，更加的理性和立場堅定。婦女則負責保護孩子，培養孩子，從孩子最需要照

顧的時候開始照顧他。因此，她的任務不是培養孩子身體強壯，而是用豐富的感情和無微不至

的照顧來豐富孩子的精神。因此，孩子在最小的階段，安拉為了讓婦女用愛和憐憫之心來培養孩

子，而給予了婦女感性的特點。婦女具有感性的本性，如果讓婦女承擔超過她能力之外的事情的

話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有時候婦女會憐憫犯錯誤的人，而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斷。兩個婦女

的作證相當於一個男人的作證，這個斷法正是由於婦女感性的原因，另一方面，伊斯蘭根據人們

的心理來規定作證人，有時候男人的作證不算數，女人的作證才算數。比如男人在不知道具體情

況的時候，女人的作證會被接受。(請參考Mecelle,	md.	1685)這方面，伊斯蘭在人們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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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他的美德是言而無盡的，西班牙的一個學者伊本.哈茲穆ibn-I 

Hazm 說：

“想得到後世的幸福，今世的權利，舒適的生活和所有美好的品德

的人，應當把先知作為榜樣！先知是優美品德的開始，安拉讚美先知美

好的品德，安拉把最好的品德以最好的方式啟示給先知，讓他遠離各種

缺點。”(伊本·哈茲穆,《穆聖的道德與生平》，開羅(el-Ahlak	 ve’s-siyer,	 Kahire),1962,s.19-20,50)

(2) 為解救人類而奮鬥

先知是直到複生日派遣給全人類的先知，一些人接受他的邀請，一

些人不接受他。那些接受的人是應答的穩麥，那些不接受的人是不應答

的穩麥。

先知(願主福安之)特別喜歡他的穩麥，為了解救他們，他付出了努

力。在聖訓中提到這樣的狀況：

“我和你們的例子就像是：一個人點燃了火，蝗蟲和飛蛾撲向火，

點火的人努力阻擋它們，但是它們還是撲向火。為了不讓你們掉進火

中，我抓住你們的腰，但你們從我的手中掙脫。”(《布哈裡聖訓集》，“慈愛

章”,26)

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經常為他的穩麥著想，為穩麥們的永恆的

幸福和平安做杜阿。有一天：

“我的主啊，偶像們卻已使許多人迷誤。誰順從我，他確是我的同

道”(“易卜拉欣章”14：36)

“如果你要懲罰他們，那麼他們是你的奴僕(由你懲罰)；如果你赦

宥他們，那麼你確是萬能的，確是至睿的。”(“筵席章”5：118)

之間建立公平的時候既重視人們不可更改的本性，又重視整個社會，如今，有些人在男女平等的

口號下，使男女之間展開了一種人造的不公平的競爭，違背婦女的本性的競爭，這個競爭大大影

響了婦女感性的特徵，也影響了整個家庭。如今經常出現墮胎現象，這與當時蒙昧時期活埋女嬰

是一種相似的罪行，現在，這個時代，疲憊不堪的婦女與蒙昧時期的婦女的區別只是衣著打扮的

區別，這是唯物主義帶來的社會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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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讀了這些經文之後，捧起手做杜阿：

“我的主啊！求你饒恕我的穩麥吧！求你饒恕的穩麥吧！”他一邊

祈求一邊哭，於是清高的安拉說：

“吉蔔利勒！確實你的主更知道所有的事情，你去找穆罕默德問他

為什麼哭！”

吉卜利勒去到先知那裡，瞭解了先知是由於擔憂他的穩麥而哭。所

以清高的安拉說：

“——吉蔔利勒啊！你去穆罕默德那裡給他報喜訊：‘關於你的穩

麥，安拉會讓你滿意，你不要傷心。’”(《穆斯林聖訓集》，信仰篇，346)

艾蔔.宰爾(願主喜悅之)傳述：先知(願主福安之)有一天晚上禮拜

念筵席章第1節念到第118節直至清晨。鞠躬也念這節經文，叩頭也念這

節經文……(艾哈邁德，V,149)

有一天阿伊莎(願主福安之)很高興地去見先知：

“——先知啊！請你為了我做杜阿吧。”

先知(願主福安之)做了杜阿：

“主啊！求你饒恕阿伊莎過去的，將來的，隱藏的和明顯的罪

吧！”

我們的母親阿伊莎由於這個杜阿喜不自勝，她高興的去了先知身

邊，先知(願主福安之)說：

“我給你做杜阿讓你不高興嗎？”

“你給我做杜阿我為什麼會不高興呢？”

所以先知說：

“指主發誓！我每番拜都會給我的穩麥做杜阿。”(Heysemi, IX , 243; ibn-I 

hibban, sahih, XVI, 47/711)

先知(願主福安之)鼓勵所有穆斯林像他自己一樣為了人類的幸福而

工作和祈禱，正如一段尊貴的聖訓中所說的那樣：

“安拉很喜歡人們做這個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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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多多慈憫穆罕默德的穩麥！”(Ali	el-Muttakı，no:3212, 3702)

因為這個高尚的仁慈，安拉的使者從不會對不相信他甚至敵對他的

人們做壞的杜阿，他不希望他們被毀滅。相反，他為他們能找到正道而

祈禱，為人們清除一件還未來臨的災害而努力。他希望，一段時間後，

他們或者他們的子孫會信仰安拉。

一天，一些深受多神教徒迫害的聖門弟子想讓使者詛咒多神教徒，

使者沒有同意，他說：

“我不是詛咒者，而是為了憐憫全世界被派遣。”(《穆斯林聖訓集》， 

birr，87)

先知(願主福安之)在100個聖訓中報喜訊，求你饒恕我的穩麥，他

不斷地說“求你饒恕我的穩麥”他的心帶著愛連接著穩麥的心。先知(願

主福安之)非常愛他的穩麥，他不想和穩麥分開。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

將要歸真的消息時：

“主啊！誰來解救我的穩麥？”他祈求的對安拉說：所以這節經文

下降了：

“在你之前的任何人，我沒有為他註定長生，如果你死了，難道他

們能夠長生嗎？”(“眾先知章”21：34；伊本·開西爾經注)

先知(願主福安之)在他有限的生命中為了解救穩麥，付出了努力。

他歸真後為了解救穩麥在死後直到複生日和複生日後的生活，都會向清

高的安拉祈求並為穩麥們說情。

聖訓中提到：

“我活著對於你們是好的，你們與我交談，我告訴你們安拉的啟

示和律例。我歸真對於你們也是好的，你們的工作會呈現給我，我看到

一件善行，我會感贊安拉，我看到一件壞事。我會為你們向安拉求恕

饒。(Heysemi, IX,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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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活著對你們是一種保障114，我歸真後我會在墳墓中不斷

地說：“主啊！求你饒恕我的穩麥“直到第一聲號角吹響為止……”(Ali	

el-muttaki,kenzu’l-ummal,	 XIV,	 414)

複生日成立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整齊地，集合在清算場，太陽在頭

頂，人們的血液在沸騰，人們的苦悶和憂愁達到難以承受的程度。人們

害怕安拉的惱怒和刑罰。他們想要從眾先知那裡得到保護，他們從阿丹 

(願主福安之)開始請求，先知們不能說情，但除了穆罕默德先知(願主福

安之)我們的先知是派遣給全人類的，先知為那些害怕的人說情，先知給

自己的穩麥的求情比對其他人的求情更高貴115。

總之，作為憐憫眾世界而被派遣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就像是他在

有生之年為全人類的平安竭盡全力一樣，墳墓生活和複生日之後，他也

將為他們永久的得救祈禱和說情，人們經常崇拜創造它的養主，為了接

近他而努力，他的目標就是改邪歸正走入正道，順從創世主，從而獲得

安拉的憐憫。

3）奇跡

清高的安拉把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提升到一個特殊的地位，其

他的先知擁有的奇跡我們先知(願主福安之)全部擁有116，但是先知(願主

福安之)最大的奇跡是《古蘭經》。以上我們多多紀念了先知，接下來是

他的美好的生活和優美的道德。

先知(願主福安之)無與倫比的生活和優美的道德，贏得了所有人的

稱讚，就連非穆斯林也承認他具備優美的道德，其中有一個西方的研究

者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

114 請看“戰利品章”8：33

115 布哈裡，“列聖章”3，9；“古蘭經注釋”,17/5;穆斯林，“信仰篇”302，327，328；提爾米

茲，“復活篇”10。

116 想瞭解先知的一些奇跡請查閱：Beyhaki,	 Delailu’n-Nubuvve,	 Beyrut	 1985; Ebu nuaym, Delaillu’n-

Nubuvve,	Halep	1970-1972;		Suyuti,	el-Hasaisu’l-kubra,	Istanbu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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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都沒有一個這樣的皇帝，穿著樸素，但是受人們尊重”，毫

無疑問，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優美的生活和道德，也是一件偉大的奇

跡，在這方面以上都提起過。

先知(願主福安之)的另一個奇跡是，在短短的23年中培養了很多聖

門弟子117，真的，許多學者都能證明。

例如，著名的伊斯蘭教法家卡拉非(V.684)說：

“先知就算沒有任何一個奇跡，他的聖門弟子也能成為他為聖的一

個證據118。”

阿拉伯的一個著名的文學家穆斯塔法(Mustafa	sadik	er-Rafii)說：

“聖門弟子是《古蘭經》奇跡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119。”

在這裡我們將要講解先知的其他奇跡，現在只提及他的無數奇跡中

的幾個例子：

奧斯曼·本·侯乃因(願主福安之)說：

“一個盲人來到先知那裡：

“先知啊！你向安拉做杜阿讓我的眼睛恢復視力吧！失明給我帶來

了困難”

先知(願主福安之)說：

“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忍耐吧！那對於你是更好的。”

盲人說：“先知啊！沒有人拉著我帶著我走，這讓我覺得很困難，請

你給我做杜阿，讓我恢復視力吧！”所以先知說：“那去拿水壺洗小淨，

然後禮兩拜，之後做這樣的杜阿：

‘主啊！我向你祈求，我憑著你的憐憫的先知穆罕默德，面向你，穆

117 詳情請看：奧斯曼·努日·托普巴希，《幸福時代》，伊斯坦布爾2010；《仁慈的先知》，359

頁——370頁。

118 Karafi,el-Furuk,	Daru’s-Selam,	2001,IV,305.

119 Rafii,I’cazu’l-Kur’an,	Daru’l-Kitabi’l-Arabi,	Beyrut，1990,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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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啊！的確我憑著你為我解決的這個需求而朝向我的養主，主啊！祈

求你醫治我！’

指主發誓，我們一直沒有離開，我們之間的話題越來越多，就那個時候

那個盲人來到先知的身邊就好像他以前從未難受過一樣，完全的好了120。”

在麥加的一些多神教徒要求先知顯示一些奇跡，先知(願主福安之)向

安拉做了堵阿，之後月亮分成了兩半，在各個地方都能看到這個奇跡，月

亮分成了兩半，他們可以看到一半在艾布•庫白因山的那邊，另一半在庫阿

依亢山那邊，多神教徒們問那些從外面很遠的地方來到麥加的商隊在幾天

前有沒有見過這一奇跡，他們都證實了這個奇跡121。

當然，著名的法國天文學家,來自拉蘭德的Lefrançois研究了月亮運

行的特徵並證實這個奇跡是真的122。

先知(願主福安之)在宣教的第一年，一個貝都因人來到先知身邊說：

“--你成為安拉的使者的證據是什麼？先知說：“如果我召喚那串

椰棗讓它過來我這邊，它能作證我是安拉的使者！”於是先知召喚那串

椰棗。

它應聲落在穆聖(願主福安之)旁邊說： 

“平安在你之上，安拉的使者。”

之後先知對它說：

“返回去吧！”那串椰棗便返回原樹。最後，這個貝都因人立即歸

信了伊斯蘭。(《提爾米茲聖訓集》，Menakib，6)

歐麥葉爾·本·瓦黑布的兒子瓦黑布在白德爾戰爭中成為了穆斯林

的俘虜，歐麥葉爾是古來氏部落多神教徒中很聰明、很有英雄氣概的一

120 請參考《提爾米茲聖訓集》，Deavat，118/3578;《伊本•馬哲聖訓集》，Ikame，189；Nesai，Kub

ra，VI,169;Ahmed，IV,138;Hakim，I,707-708;Beyhaki，Delail，V,464;Heyseme，II,279

121 “月亮章”54：1-3. Buhari,	 Menakıb	 27.	 Menakıbu`l-Ensar	 38，Tefsır	 54/1；穆斯林聖訓

集，Münafıkın，43，47，48；提爾米茲聖訓集，經注，54/3286；Ahmed，I，377，413.

122 Zekaı Konrapa，《我們的先知》，伊斯坦布爾 1987，s.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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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麥加的時候，經常壓迫先知和聖門弟子。一天，歐麥葉爾和薩

夫萬·本·吾邁耶坐在天房的黑吉爾那邊談論在白德爾戰爭中死去的亡

人和當時所遭受的災難。

薩夫萬說：“指主發誓，那些穆斯林打贏我們之後，我的生活過的

好沒有意思啊！”

歐麥葉爾說：“指主發誓，你說的對，如果不是我的債務還未償

還和我擔心在我離開以後我的兒女會餓死的話，我現在就去殺死穆罕默

德，我有足夠讓他們接受的理由，我可以說“我為了贖回我的兒子而

來”，而且我聽說穆罕默德經常在街上巡視。”歐麥葉爾的這些話讓薩

夫萬很開心。

薩夫萬說:“你的債務就是我的債務，我給你償還債務！你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只要我在就會給他們很好的生活！”所以歐麥葉爾磨好

了劍，在劍上塗好了毒藥，薩夫萬給他準備了路上所需要的東西和騎

乘。歐麥葉爾來到了麥迪那，他在清真寺的門口停了下來，他綁好了

馬，配上了劍。這時歐麥爾(願主福安之)看到了他：“這是安拉的敵人

歐麥葉爾！指主發誓，他是為了做壞事而來的，他破壞了我們的關係，

在白德爾戰爭中為古來氏的人們估算我們的人數的不就是他嗎？”說完

這句話他就來到了先知(願主福安之)的身邊。

他說：“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的敵人吾麥葉爾腰佩寶劍的來了。”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把他帶到我跟前吧！”歐麥爾(願主

喜悅他)過來緊緊地抓住吾麥葉爾脖子上的劍把，對輔士中的一些在場的人

們說：“你們進去坐在使者旁邊，你們從這個壞人上保護穆聖！因為吾麥

葉爾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人！”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歐麥爾啊！你把他放開！吾麥葉爾，

你也走近我！”並且詢問吾麥葉爾為何而來。他說：“因為我的兒子是俘

虜，為了贖他而來！”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問道：“那你為何佩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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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麥葉爾回答道：“願安拉詛咒寶劍，它對我們毫無用處！”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再次問道：“你說實話，你到底為何而

來？”

吾麥葉爾再次回答道：“我只為從你手中贖回我的兒子而來，除此之

外，無任何事！”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問：“你在黑吉爾(地名)和薩夫萬所談的條

件是什麼？”

吾麥葉爾害怕地回答道：“我和他談的條件是什麼呢？”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講述了他們對話的來龍去脈後，說道：“安

拉阻止了你將要做的那件事情。”

吾麥葉爾聽到後說道：“我見證你確是安拉的使者！安拉的使者啊！

我曾否認你從安拉那裡帶來的所有消息。我和薩夫萬的談話，除了我和薩

夫萬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以安拉發誓，那一定是安拉告訴你的！感謝

安拉使我來到這裡並引導了我走向伊斯蘭！”吾麥葉爾說完這些後立即念

了清真言。

然後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對在場的聖門弟子們說：“你們用優美

的方式向你們的同胞教授教門，你們教授他如何誦念《古蘭經》，你們把

他的兒子(俘虜)釋放給他！”聖門弟子們照辦了安拉使者(願主福安之)的

命令。

吾麥葉爾(願主喜悅他)說：“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啊，我曾經想

要撲滅安拉的光，並且殘酷地虐待穆斯林，你允許我去麥加吧，我將號召

多神教徒相信安拉、使者和歸信伊斯蘭，安拉也許以這個媒介而將引導他

們。”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許可了他的要求。

在這個時候，薩夫萬還不知道他歸信的消息，他對麥加的多神教徒們

說：“再過幾天，就會有一個使你們高興的好消息，它會使你們忘記白德

爾戰役所帶來的一切痛苦！”他們詢問經過的每一個商隊，當最後來的商

隊到來時，商隊的人告訴他們吾麥葉爾(願主喜悅他)成為了穆斯林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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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麥葉爾•本•瓦黑布(願主喜悅他)在他來到麥加後，他開始號召人

們歸信伊斯蘭和為了引導他們而做努力，很多人因為他的努力成為了穆

斯林。吾麥葉爾(願主喜悅他)有一天他在克爾白附近遇到了薩夫萬，對他

說：“你是我們的大人物之一，你難道沒有看到嗎？我們崇拜石頭，並且

為它宰殺犧牲。這是一個宗教嗎？我見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默罕默德

是安拉的僕人和使者。”

薩夫萬頓時啞口無言123。在麥加被光復之後，他也成為了穆斯林124。

賈比爾•本•阿卜杜拉(願主喜悅他)傳述道：“有一天，我們伴隨穆聖

繼續前行。抵達一個廣闊山谷,穆聖去方便,我拿著一袋水隨之而去。穆聖

觀察周圍,沒有看見可供隱蔽之物,後來發現穀堤有兩棵樹,便來到一棵樹

下,抓住一根樹枝,說:“你奉安拉之命服從我吧!”於是,它跟著穆聖,就像

一峰上鼻繩駱駝快步跟著主人,向另一棵樹靠近。穆聖又抓住另一棵樹的

樹枝,說:“你奉安拉之命服從我吧!”它也順從地跟著穆聖往前走,直到靠

近那棵樹。穆聖說:“奉安拉之命,你倆為我合攏在一起吧!”兩棵樹便合

攏在了一起。這時,由於擔心穆聖發現我走近，而他自己再往遠走,我便跑

出山谷。坐下來後又想,我該返回去看穆聖了吧。結果一抬頭,發現穆聖迎

面走來,那兩棵樹已經分開,分別回到了各自的位置。我看見穆聖駐足停留

了一下,用頭右左指點,之後迎面走來｡穆聖走到我跟前,說:“賈比爾!我站

立的地點你看見了嗎?”我說:“看見了,安拉的使者!”穆聖說:“你去那

兩棵樹前,從每棵樹上砍下一根樹枝,然後拿回來,站到我這裡時,在你的左

右兩側各放一根樹枝。”於是,我站起來,揀來一塊石頭,將其砸開,剝掉石

皮,露出快刃,然後來到那兩棵樹前,從每棵樹上砍下一根枝子,將其拉來,站

到穆聖所處位置,右左兩側各放了一根,然後趕上穆聖,說:“我確已照辦了,

安拉的使者!為什麼要那樣做?”穆聖說:“我經過兩座墳,他們正受懲罰。

123  İbni	Hişam,	II,306-309;	Vakidi,	I,	125-128;	İbni	Sa’d,	IV,	199-201; Heysemi, VIII, 284-286.

124  艾布•達烏德，Büyu(貿易)，88/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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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我的說情,我希望在那兩根樹枝未幹之前,他們的懲罰得以減輕。”我

隨穆聖返回營地後,穆聖說:“賈比爾!你曉諭大家做小淨吧。”我便高聲

曉諭:“喂,快做小淨!”連著曉諭了三遍。我說:“安拉的使者啊!我發現

駝隊裡一點水也沒有。”曾經有位輔士經常把皮囊掛在駝鞍橫木上為穆聖

冷卻水,穆聖便對我說:“你去某某輔士處,看他的皮囊裡還有水嗎?”我去

那位輔士處看他的皮囊,發現皮囊口有幾滴水,假使往出倒,定會被乾涸處所

滲。我回來將情況稟告穆聖,穆聖說:“你去給我拿來那個水囊。”我給穆

聖拿來,穆聖用手接過去,念了杜阿(我不知道念什麼杜阿),接著用雙手觸摸

皮囊,然後遞給我,說:“賈比爾!你曉諭拿來大盤。”我便高聲曉諭:“把駝

隊裡的大盤送來!”於是,有人將大盤扛來放到穆聖面前,穆聖將手伸展,分

開手指,放到盤底,說:“賈比爾!你(把皮囊)拿過來,誦念‘奉安拉之名’,

倒在我手上。”我便誦念“奉安拉之名”,倒在穆聖手上。突然,我看見水

從穆聖指間湧出,不一會兒大盤水滿四溢。穆聖說:“賈比爾!你曉諭那些需

要水的人。”人們應聲而來,一一取水,直至喝飽。我又一次曉諭大家:“還

有取水的人嗎?”之後,穆聖從大盤裡收回手,盤裡的水依然盈滿。

人們向穆聖訴說饑餓,穆聖說:“安拉會供給你們食物的。”後來,我

們抵達海邊,海水暴漲,拋出一條龐然大物。我們在其側面點火烤肉,全部吃

飽，烤肉還剩下了一半兒。(《穆斯林聖訓實錄全集》，“淡泊塵世”，77)

偉大的安拉總是接受先知(願主福安之)的杜阿(祈求)。多神教徒們

也知道這個。比如：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給某個人做杜阿時，在那個

人身上一輩子可以看到這個杜阿的效果。如，先知為艾布•胡萊勒(願主喜

悅他)做的杜阿是，讓他不要忘記任何的知識；為艾乃斯•本•馬利克(願主

喜悅他)做的杜阿是，讓他健康長壽、財產和子孫後代都充滿吉慶；為白

希勒•本•艾克拉白(願主喜悅他)做的杜阿是，讓他獲得豐富的給養；為艾

布•葉賽爾(願主喜悅他)做的杜阿是，讓他長壽，並且穆斯林穩麥從他受

益。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兩個事件作為例子：

朱艾德•本•阿卜杜拉哈曼傳述，我看到九十四歲高齡的薩伊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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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齊德身體強壯直挺，他說：“我所享有的聽覺和視覺全憑安拉的使者 

(願主福安之)的祈禱所得；我姨媽曾帶我去見使者，她說：‘安拉的使者

啊！我的外甥有病，請你為他祈求安拉。’使者(願主福安之)便為我作了

祈禱。”(布哈裡，“美德章”，21/3540)

阿卜杜拉•木•希沙姆，他趕上了安拉的使者，他的母親胡邁德之女宰

乃白(在解放麥加時期)帶他去見安拉的使者，她說：“主的使者啊！你讓

他宣誓效忠吧！”使者說：“他還小”使者摸著他的頭，為他做了祈禱。

之後有一天。阿卜杜拉•本•希沙姆去市場購買實物，伊本•歐麥爾和

伊本•祖拜爾兩人看到他後就立馬來到他跟前說：“你和我們合夥吧！因為

先知曾為你做過吉慶的祈禱。”於是他就和他們合夥，在他交易時，會獲

得一頭駱駝所負載的食物，然後派人送到家中。(布哈裡，“合夥篇”13)

艾布•胡萊勒的傳述：“我們與使者在一次行軍中，軍糧完了，他們

想宰一些坐騎吃。這時，歐麥爾說：‘主的使者啊！我們把剩下的食物聚

集起來，你為食物做祈禱，不是更好嗎？’安拉的使者就這樣做了。有小

麥的拿來了小麥；有椰棗的拿來了椰棗；有棗核的拿來了棗核。”

聽到這個情況的人好奇地問艾布•胡萊勒說：“棗核能幹什麼呢？” 

胡萊勒回答說：“當我們找不到任何食物時，我們就嘬一顆棗核，就著水

喝。”聖訓繼續講道：使者做了祈禱後，食物變多了，人們裝滿了容器，

安拉的使者在這個奇跡中說道：“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安拉，我是他的

使者，誰堅信不疑地憑這兩句見證詞面對安拉，誰將入天堂！”(穆斯林， 

“信仰篇”，44)125

125 有關穆聖的生平，請看奧斯曼.努日.托普巴希寫的《穆罕默德生平》上下集。

 Ibn Ishaq(150/767),	The	Life	 of	 the	Muhammed,	Karaçi:	Oxford	University,	1967;	Abdulahad	Dawud,	

Mohammad		in	the	Bible,	Devha(Doha):	A	Publications	of	Presidency,	1980;	A.H.Vidyarthi,	Mohammad	in	

World	scriptures,	New	Delhi:	Deep-Deep	Publication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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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信後世

大能的安拉把人類的生命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靈魂世界；

第二階段：母胎；

第三階段：今世生活；

第四階段：中斷期和墳墓生活；

第五階段：後世以及人的結局，天堂或火獄。

這些是為了在今世生活中給人的一些考驗，並且後世裡的永恆的生

活的結局取決於今世的努力。

每個僕人有必要知道，自己好的行為或者壞的行為都是有其相對的

報應的。信後世在六大信仰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在《古蘭經》中把信後

世和信安拉提及在一起，尤其是在《古蘭經》後三卷中有很多關於信仰

後世的經文。

清高的安拉說：

“凡信安拉和末日，並且行善的，將來在主那裡必得享受自己的報

酬，他們將來沒有恐懼，也不憂愁。”(“黃牛章”2：62)

安拉表揚信士們說：“那些信仰安拉和末日的人未求你免除用他們

的財產和生命為安拉之道奮鬥，安拉是全知敬畏者的。”(“懺悔章”，9：44)

在死之後，開始一個嶄新的、永恆並真實的生活。全能的安拉這樣

說道：“這種今世的生活，只是娛樂和遊戲；後世的住宅，確是充滿生

活的。假若他們知道。”126

知道這些的人們，他們會珍惜在今世裡的每一個呼吸和不會忘記全

能的安拉，所以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善功和善行。關於自己的結局，他

們總是恐懼與希望並存。因為擔心復活日的清算，他們經常流眼淚。 

126 “蜘蛛章”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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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這個故事說明瞭造物主的清算是多麼的嚴厲，我們當引以為

戒：

一個清廉的人，急需去集市購買一些物品，他在家中計算他即將要

購買的物品的價格，並且相信自己為此準備的錢是足夠的；但當他來到

集市後，發現為此準備的錢並不夠時，他開始哭了，持續一段時間後，

旁邊的人看到他後覺得很驚訝，然後他們試圖安慰他沒有必要因為錢財

不寬裕而難過，而讓他能因此舒服些。一會兒之後，他在擁擠的人群中

恢復過來，哽咽地對周圍的人們說：“你們不要以為我因為買不到東

西，或者為今世而流淚！剛才我在家算了一下購物清單，可是一到集市

發現，物品的價格出乎我的意料。這讓我想起，在今世的所作所為如何

符合後世的清算帳單呢？”

末日和複生日

在今世生活到達確定日期結束時，伊斯拉菲萊天仙將吹響號角，緊

接著宇宙爆炸以及末日發生127。 

末日來臨之際，極度恐怖的情景將接踵而至。天空被切碎，其形態

熔成物質；太陽和月亮將黯淡無光。眾星隕落，山嶽將似疏鬆的采絨；

海水沸騰並噴湧，火獄之火被點燃，樂園被送近。眼睛因為恐怖之像而

眼花繚亂，人們四處逃竄，卻發現無處可逃。由於這般恐怖之景象，十

月懷胎的，即價格昂貴的駱駝也被放走，沒人看它，也就是說所有的事

物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所有野獸動物將在一瞬間被召集。在那日，沒

有誰會關心自己的朋友，親戚相見不相問一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和一個恐

怖的震動，使得婦女們忘記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婦女將會墮胎(流產)。

罪人願意贖取那日的刑罰，即使犧牲他的兒女、他的妻子、他的弟兄和

那收容的血族，以及大地上的所有人，但願那能拯救自己128。 

127 “螞蟻章”27：87；“隊伍章”，39：68；“真災章”，69：14-16

128 “朝覲章”22：1-2；“天梯章”，70：8-14;“復活章”，75：6-12；“黯黮章”，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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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安拉這樣說道：

“他們沒有切實地認識安拉。復活日，大地將全在他的掌握中，

諸天將卷在他的右手中。讚頌安拉，超絕萬物，他超乎他們所用去配他

的！號角一響，凡在天地間的，都要昏倒，除非安拉所意欲的。然後，

號角再響一次，他們就忽然站起來，東瞻西顧的。(“隊伍章”，39：67-68)

全能的安拉這樣說道：

“號角一響，他們就從墳墓中出來，奔向他們的主。他們將說:‘

傷哉我們！誰將我們從我們的臥處喚醒？這是至仁主所應許我們的，使

者們已說實話了。’”(“雅辛章”，36：51-52)    

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否認和反抗全能的安拉的人，他們在墳墓中

所受的懲罰與他們在後世的懲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墳墓中的生

活好比睡覺，而他們從墳墓中站起來卻要遭受巨大的懲罰。

“傷哉啊！我們！”他們開始高聲呼叫，他們開始痛苦呻吟。(Omer	

Nasuhi Bilmen 古蘭經注釋，VI/2943)

在這之後，就開始了永恆的生活。   

在那天，復活人類，對於可以從無中生有的清高的安拉來說是易如

反掌的事情。

清高的安拉說：

“人說：‘我死後必要復活嗎？’人忘記了嗎？他以前不是實有

的，而我創造了他。”(“麥爾彥章”19：66-67)

“難道人還不知道嗎？我曾用精液創造他，而它忽然變成坦白的抗

辯者。他為我設了一個譬喻，而他忘卻了我曾創造他。他說：‘誰能使

朽骨復活呢？’你說：‘最初創造他的，將使他復活；他是全知一切眾

“破裂章”，82：1-5；“易卜拉欣章”，14：48；“塔哈章”20：105-107；“月亮章”，54： 

7-8；“真災章”，69：14-16；“披衣的人章”，73：14；“天使章”，77：8-11；“皺眉章”， 

80：34-42；“綻裂章”，84：1-5；“大難章”，101：1-5.



  131  

  信仰的基礎

生的。他為你們用綠樹創造火，你們便用那綠樹燃火。’難道能造天地

的，不能造像他們那樣的人嗎？不然！他確是善造的，確是全知的。當

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時候，他的事情只是說聲：‘有’，它就有了。讚

頌安拉，超絕萬物！一切事物的主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你們只被召歸

與他。”(“雅辛章”36：77-83)

“他使生物從死物中生出，使死物從生物中生出，使已死的大地復

活，你們也要如此被復活。”(“羅馬人章”30：19)

艾布.拉茲尼(願主喜悅他)傳述：

一天，我問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

“安拉的使者啊！安拉如何創造那些新生命？他們在今世的榜樣是

什麼？”

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說：

“當萬物枯萎的時候，你沒有在你的部落生活過嗎？之後萬物復蘇

時，你沒有看到嗎？”

我說：“當然，我看到了！”

“這就是安拉讓人類復活的證據，安拉也這樣使死物復活。”先知

(願主福安之)這樣說。    

讓人生，讓人死，又讓人復活的清高的安拉這樣講述這些經文，

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的那些神聖的聖訓也顯示這確是會發生的。那

麼，最重要的是：“我們以什麼樣的狀態生活就以什麼樣的狀態死去；

我們以什麼樣的狀態死去就以什麼樣的狀態復活！”我們要從這句話中

吸取教訓並為那天(復活日)做好準備。

世界末日忽然成立

清高的安拉說：

“他們說：‘這個警告什麼時候實現呢？如果你們是說實話的。’

他們只等待著一聲呐喊！在他們紛爭的時候，(巨響)襲擊了他們。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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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他們不能立遺囑，也不能回家去。”(“雅辛章”36：48-50，53；“薩德

章”38：15；“嘎弗章”50：42)

我們十分恐懼的談論著世界末日這一重大事件，但在安拉的大能和

權力面前，這卻是如此簡單的一件小事。它只需要伴隨一聲呐喊，這就

會變成現實。

從最小程度來說，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特點，即世界末日這一現象將

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清高的安拉說：

“……復活時刻的到來，只在轉瞬間，或更為迅速。安拉對於萬

事，確是全能的。”129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也用相反的例子來解釋末日時刻的形成。

有一次，他這樣說到：

“直到太陽從西方升起為止，世界末日也不會發生。當太陽從西方

升起的時候，人們將看見並集體歸信伊斯蘭教。”也就是這個時候，同

樣被下面的這節《古蘭經》經文提及：    

‘…你的主的一部分跡象降臨之日，凡以前未曾通道，或雖通道而

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通道，也無益了。’(“牲畜章”6：158)

“的確，末日必將到來，以至兩個人鋪開布匹，卻來不及交易，也

來不及收卷；末日必將到來，以至一個人拿著駝奶回去，卻來不及喝；

末日必將到來，以至一個人蓄水，卻來不及飲用；末日必將到來，以至

你們中的一個人將一口食物含入口中，卻來不及咽下去。”(《布哈裡聖訓實

錄全集》，慈愛章，40節；《艾哈邁德聖訓集》II/369. 請參看《穆斯林聖訓集》Fiten，140)

這裡，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末日什麼時候到來，重要的是在人們即

將死去的時候，他們是否為死亡和後世的生活做好了準備。今世只是虛

假的幻影，後世才是真正永生不滅的生活。在死亡降臨前，我們就應該

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而避免陷入到無限的悔恨之中。毫無疑問，每個人

129 “蜜蜂章”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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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定會在某時某地與“取命天仙”相遇，沒有誰能逃避死亡。因此，

人們應該認識到“你們應當逃歸安拉130……”這句話背後所蘊含的智

慧，意識到唯一的歸宿是我們的安拉。

虔誠的信士，從今天開始，直到死亡那一刻來臨為止，每天都為自

己後世的生活做好準備，在那令人恐懼的審判日，他們既沒有悲傷，也

不會恐懼。

清算

審判日那天，人們都將與那異常艱難和嚴厲的清算相遇。清高的安

拉說：

“行一個小螞蟻重的善事者，將見其善報；行一個小螞蟻重的惡事

者，將見其惡報。”(“地震章”99：7-8)

“即財產和子孫都無裨益之日。唯有帶著一顆純潔的心來見安拉

者，(得其裨益)。”(“眾詩人章”26：88-89)

總之，後世對於壞人和好人都是一個絕對必要的地方。因為，在後

世，善行將獲得回賜，惡行將遭受懲罰，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然，在這短暫的今世生活中，如果沒有好人的避難所，也沒有安

置壞人的監獄，那麼，生活將無法繼續。

給大家舉個例子：對於一個話劇組，第一幕表演結束後，幕簾會被

拉上，但是，你見過閉幕後舞臺上使用過的道具仍淩亂的放置在那裡未

被收整起來嗎？如果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那麼，對於因為一心想要瞭解

編劇的意圖和思想而聚精會神觀看表演的觀眾來說，又該作何感想，又

該如何接受呢？即使是一個有理智的孩子也認為以這樣的方式結束是不

合邏輯的，那麼對於萬物的締造者和全知萬物者——安拉，又怎會以小

孩子都認為荒謬的方式而突然的結束這個巨大的宇宙呢？131

130 “播種者章”51：50

131 Prof.Dr.M.S.Ramazan	el-Buti,	Kubra’l-kevniyye,	s.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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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被一隻小小蒼蠅咬了一口，人們也可能因此想要打死這只蒼

蠅，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使是一杯咖啡的恩惠，人們也可能會滿懷

感激地記住很多年。因此，在全能的安拉那裡，認為自己這一生所做的

所有積極的和消極的行為不會被清算，那絕對是荒謬至極的。因為，在

今世的生活中存在著壓迫者的專制和被壓迫者的哀怨；存在著不通道者

的詛咒和通道者的堅信。

清高的安拉說：

“難道人猜想自己是被放任的嗎？”(“復活章”75：36)

“難道你們以為我只是徒然地創造了你們，而你們不被召歸我

嗎？”(“信士章”23：115)

“他問復活日在什麼時候。當眼目昏花，月亮昏暗，日月相合的時

候，在那日，人將說：‘逃到哪裡去呢？’絕不然，絕無任何避難所。

在那日，唯你的主那裡，有安定之所。在那日，各人將被告知自己前前

後後做過的事情。”(“復活章”75：6-13)

復活日發生的具體時間是無法預知的，但是關於複生日(末日)的一

些或大或小的跡象的消息都在經典和聖訓中被提及。我們也將它們簡單

的總結成以下幾點：

小的跡象

1)知識的消亡，無知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酗酒、通姦、公開作

惡明朗化。

2)為了無足輕重的原因或者沒有的原因的情況下殺人。

3)正義和有能力維護正義的人消失了；是否是法律許可的，是否合

法不再被重視。

4)違抗父母卻盲從于女人的(不必要的要求)，這種情況越來越多。

5)欺騙和墮落到處都是，人人怨聲載道。

6)人們不再彼此尊重和憐憫，也不再重視警告。



  135  

  信仰的基礎

7)人們湧入城市，大興建築。無能力的人和邪惡的人受到推崇，他

們擁有了權力和權威。

8)流行賭博、占卜，賭博用的器具花樣繁多，人們不注意時間的流

逝。

9)大量的浪費金錢、物資和資源。人們更願意享受物質和世俗的利

益而不是後世的幸福132。

大的跡象

1)遍地煙霧，持續40天。

2)旦紮裡出現。

3)怪獸出現。

4)太陽從西方升起。

5)雅朱者和馬朱者出現了。

6)爾薩(願主福安之)來到人間。

7)烈火從希賈茲升起。

8)西方、東方、阿拉伯半島三地發生地陷133。

對後世的信仰，讓人的責任意識得以增強，並確保了人們對責任

感、真理和法律的尊重。這樣一來，可以讓人擁有非常可靠的道德觀和

十分完美的秩序，也避免了侵犯他人的權利。

在安拉麵前，所有的言行舉止都要被清算。根據自己所做的一點點

好事和壞事，一個有著堅定信仰的人一定具備崇高的品德和超強的法律

意識。

132 小的跡象請看：《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刑罰章 20；Fiten	25；《穆斯林聖訓實錄集》信仰章 1； 

Fiten	18、55；《提爾米茲聖訓集》Fiten	34、37、39。

133 大的跡象請看：“儀姆蘭的家屬章”3：55；“婦女章”4：157-159；“牲畜章”6：158；“山洞章”18： 

93-99；“眾先知章”21：96-97；“螞蟻章”27：82；“金飾章”43：61；“煙霧章”44：10-13；《布哈

裡聖訓實錄全集》買賣章 102，列聖章 49，Fiten	24、25、27；《穆斯林聖訓實錄集》信仰章 247， 

Fiten	23、42、100-103、108；《提爾米茲聖訓集》《古蘭經》注釋章 27，Fite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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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說：

“在複生日那天，每個人兩腳未動，便審問他壽命耗在哪裡，知識

用在哪裡，錢財何取何用，身體使在哪裡134！”尊貴的聖訓就是要讓一

個穆民知道對於真理一定要注意律法和清算。

一個知道安拉時刻關注著自己並篤信後世的人，即使是在任何人都

看不見的地方也不會做一點點錯事。所以大家都相信他是一個清廉的人。

從心靈上清除了對後世的信仰、對安拉的畏懼和對安拉的喜愛的

人，他們重視各人意願、貪圖個人利益，毫無疑問，他們是今世生活中

最有害的群體。這類人認為，愛祖國、愛故鄉和集體利益如同歷史教訓

一樣，都是十分可笑的事情，美德和優點都是由人們的謊言組成的。因

此，人們的宗教意識和對後世的信仰逐漸變弱，而群體性暴力事件將持

續下去，最後成為一個危險的行為。不管是很久以前還是近期都有許多

與之十分巧合的典例。

信仰後世及後世生活並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的穆民將不會畏懼死

亡。他們將擺脫煩惱而獲得永久的安寧，他們因安拉的喜悅而開啟快樂

的生活之路，並獲得忍受今世生活中的種種痛苦的力量。暫時的今世生

活實際上無法滿足人們的心靈需要，而宗教則會讓人們得到最崇高的樂

趣和精神上的快樂。

總之，不信仰後世的人，在生活中無法獲得真正的成功和安寧。

（七）信前定

世間萬物均體現了安拉的意志。如果沒有安拉的意志和大能，什麼

也不會發生。如果安拉意欲，即使是灰塵也無法揚起，蚊蠅也不能扇動

它們的翅膀。全能的安拉擁有絕對的知識和智慧，他知道以前發生過什

134 《提爾米茲聖訓集》復活 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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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也知道未來將會發生什麼。註定了未來要發生的事被稱為“前定”，

註定了的事情確實發生了被稱為“安拉的定制”。

人類所擁有的知識和衡量的尺度不足以正確理解“前定”的含義。

因此，很多時候人們都濫用了“前定”，從而得不到關於這一內容的更

加深入的知識。關於這一點，神聖的《古蘭經》清楚地說明瞭不允許人

們試圖更加深入地挖掘關於前定的知識：

“安拉那裡，有幽玄的寶藏，只有他認識那些寶藏……”135

如同無法給盲人描繪自然界的色彩一樣，人類有限的理解能力無法

描述前定的神秘和本質。只有被安拉賜予了知識的人才可能對前定有些

微的瞭解。《古蘭經》中也就這一點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全能的安拉把穆薩(願主福安之)派到了何茲爾(願主福安之)那裡學

習知識136。這些知識從受保護的天牌上反射出了一束光芒，而受保護的

天牌是超越原因和動機的。穆薩(願主福安之)和何茲爾(願主福安之)一

起踏上了旅途。他們共同見證了奇跡。事實上，我們可以從何茲爾的故

事分析這一奇跡。

從表面上看，鑿穿一個窮人的船底，對於窮人來說是不公正的，但

事實上，這卻是為了阻止作為窮人的生活物質的船被暴君徵收。

從表面上看，他是殺害那個孩子的兇手，但事實上，他既保護了孩

子，又保護了那對善良的父母的後世生活。

從表面上看，雖然免費為那些趕走他們的村民修復他們快要倒塌的

牆是不符合邏輯的，但事實上，他們保護了兩個孤兒的財產。   

這些事情的秘密，只有通過安拉給予的知識才會顯示出來。因此，

前定的秘密只憑我們的理智是無法理解的。因為，前定是超越於我們的

理智之上的。因此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信前定對於我們就已經

135 “牲畜章”6：59

136 “山洞章”18：60-82；《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 古蘭經注釋，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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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了，禁止我們深究前定的本質。當先知(願主福安之)遇到一群人正

在爭論關於前定的秘密時，他對他們說：“你們就此奉到命令，還是我

對你們的使命即為前定？古人就為深究前定而遭到毀滅。我責令你們不

要深究前定。”(《提爾米茲聖訓集》 前定，1/2133)

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把目光聚集在前定的細

節上，而是要理解前定所傳達傳來的主要資訊。事情的本質就是這樣的。

全能的安拉把他賦予人類的行為分成了兩種：

1) 被強制的（必須做的）行為：

即使他們沒有想法和意願，被強制的行為也會發生，這完全是安

拉的定制所致的結果。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更改、不可避免的。生、死、

複生、睡覺、饑餓、我們的身體結、我們的生命長短及此類事項都是前

定，是被強制發生的，不可避免的。這些事情和行為被稱為絕對前定，

人們對這樣的行為和事情不負有責任。

當這些必定要發生的事情和行為發生時，人們對它是又聾又瞎的。

著名的詩人魯米把這令人震驚和困惑的狀態清楚的描述了出來：

“當註定的事情發生的時刻到來時，魚兒自己躍出海面，鳥兒自己

沖向捕捉它們的牢籠。逃離這個前定和安拉的定制不過是進入另一個前

定和安拉的定制。”

對此，清高的安拉說：

“…安拉的命令是不可變更的定案。”(“同盟軍”33：38)

當我們提到前定時，不應只理解為災難等。另一方面，前定也包

含宇宙的平衡以及它的神聖的定量。安拉在《古蘭經》中說道：“我確

已依定量而創造萬物。”(月亮章54：49)因此，批判安拉的定量是一種無知

和愚蠢的行為。因為，安拉的律例總是完美的。例如，我們生活的這個

宇宙擁有完美的平衡體系，對於地球總是繞著太陽轉這一點沒有人會懷

疑。每個人都深深地相信太陽每天都會照常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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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我們無法知道每件事情之後的哲理和智慧，所以我們能夠表達

的是“這才是最完美的！”

即使是否認者，也對於安拉賦予的完美的均勻的身體構造而感到震

撼。在安拉的神聖的安排下，有些奧妙是我們無法用理智去分析的。在

這些完美的安排下，對於每一個有理智的人來說，都會覺得無比震撼。

對於前定秘密的部分，我們的理智是有限的。不知道好—壞，對—錯，

真理—荒謬的人是無知的。

另一方面，我們無法預知前定。其實，這是安拉給我們的一種恩

典。因為，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未來，那麼他無法正常的生活。安拉

隱藏前定只是為了讓人類懷著希望生活，並且參與生命中的各種活動。

因此，這也是一種維持今世生活的完美規律。

已死的心對於前定是不滿的，這對於他們並沒有任何益處。魯米曾

這樣說道：“若你不滿意安拉的安排，無論你逃到哪個地方，前定中屬

於你的災難依然會發生在你身上。你要知道，在這個短暫的今世上，每

個角落都存在陰謀。除了在心中尋求真理，並且尋求安拉的庇佑之外，

我們別無他法。試想，在這個短暫的今世上，即使你住在一個安全的地

方，即便你認為自己很強大，難道最終你不會死去嗎？

你不該躲避這些短暫的災難，而是應該尋求安拉的庇佑！若他意

欲，毒藥可變成解藥，解藥也可變成毒藥！”

2) 自由意志的行為：

安拉賜予我們自由選擇的恩典。當我們使用自由意志的時候，我們

要對自己所選擇的後果負責。若我們選擇做好事的話，那麼我們得到獎

勵；若我們選擇做壞事的話，那麼我們得到懲罰。僕人選擇之後，安拉

創造那個行為。首先，僕人自主選擇，然後安拉創造。但是，並不是僕

人選擇的所有行為，安拉都會為其創造。另一方面，對安拉來說不存在

時間限制。安拉知道已發生和未發生的所有事情，這對於他來說並沒有

什麼區別。我們的思維存在時間限制，我們無法思考安拉的一些本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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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思考沒有時間概念的事情，我們是無能的。當時間的簾子被掀

起時，所有的事情在同一時間發生。例如：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在

夜行登宵時所看到的以前的事情：“在那個夜晚，我被升至天空。我到

了一個地方，那裡可以聽到筆在紙上寫的聲音137。”並且先知(願主福安

之)也看到了未來的事情，例如:樂園和地獄中的情形。(布哈裡聖訓集)

夜行登宵是安拉賜予我們的先知(願主福安之)的禮物。安拉是不受

時間限制的。

因此，安拉賦予僕人一定的自由選擇意志，而僕人則須承擔自由

意志的結果。若非如此，至仁至慈的安拉不會責成任何人，也不會清算

任何人。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說道：“安拉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

責成。各人要享受自己所行善功的獎賞，而遭遇自己所做的罪惡的懲

罰…”

對此，安拉教誨我們做這樣的祈禱：“我們的主啊！求你不要懲罰

我們，如果我們遺忘或錯誤。求你不要使我們荷負重擔，猶如你使古人

荷負它一樣。我們的主啊！求你不要使我們擔負我們所不能勝任的。求

你恕饒我們，求你赦宥我們，求你憐憫我們。你是我們的保佑者，求你

援助我們，以對抗不通道的民眾。”(黃牛章2：286) 

僕人的責任和清算與他的選擇有關，這體現了安拉賦予僕人自由

選擇的意志。對此，魯米的話引人深思：“若你傾斜，則你的前定也是

傾斜的；若你走正道，則你的前定也將你帶入幸福。當一個小偷被員警

抓住時，他對員警說道：“員警先生，我所做的事情是安拉給我的前

定。”對此。員警回答道：“先生，我所做的事也是安拉的前定。”他

自己犯罪，又把其所作所為怪罪於前定，這是不符合邏輯的。”

簡而言之：惡魔把人類帶往邪惡；靈魂則把人類帶往正義。若人類

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的話，那麼惡魔何必如此大費周章呢！…宿命論者

137 布哈裡聖訓集，拜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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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當你說“僕人的意志是沒有自由的！”這句話時，你否認了安拉賦

予人類的自由意志和責任，甚至你將自己所做的一切歸因於安拉！難道

至仁至慈的眾世界的主宰會壓迫他的僕人嗎？用你的腦子仔細思考下安

拉為什麼命令僕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安拉給僕人的命令和禁令甚

至是賦予僕人自由意志的一種體現。

你轉過身回頭看看這世界；如果除了安拉的意志外，沒有自由意志

的話，那麼你為什麼要對小偷感到憤慨呢？那麼你為什麼把一些人看成

你的敵人日夜想要收拾他們呢？那麼你又怎能責怪那些犯罪的人呢？這

說明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若沒有的話，那麼監獄又何必存在呢？”

關於自由意志，以下還有一個需要注意點地方：過分重視自由意

志，而忽略安拉的意志，也是不正確的。當人們的知識增加時，會更好

的理解安拉的意志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最終，人們放棄自由意

志，完全服從安拉的意志安拉成為他們的“眼睛和手”138。在安拉的意

志面前，人的自由意志是微不足道的，猶如在陽光照耀下的燭光那樣。

幸福和禍患均來自安拉

幸福和禍患均來自安拉，但禍患並不是安拉的意志和選擇。為了

考驗僕人，安拉許可那些想要禍患的僕人。簡言之，僕人選擇，安拉創

造。對於想要災難的僕人，安拉並不會立即許可他們，就像頒發“簽

證”那樣，這其實是安拉對僕人的一種慈憫。因為這種高難度的“簽

證”在物質和精神上保護我們免遭災難，即使我們並沒有發覺。

若非如此，人類在私欲和惡魔的教唆下，不知還會做出怎樣的罪

惡，因為在人們沒有意識到幸福之前，都會追隨災難的步伐。對此，安

拉在《古蘭經》中這樣描述道：“人祈禱禍患，像祈禱幸福一樣，人是

急躁的。”(夜行章17:11) 

138 布哈裡聖訓集，慈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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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安拉為世人速降災難，猶如他們急於求諨那樣，他們的大限

必已判定了。”(尤努斯章10:11)

人們有多瞭解自己，就對以上的經文的釋義有多少瞭解。例如，

為了讓他人相信我們，我們常常會說：“我要是撒謊的話就讓我雙目失

明。”當我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失明，我們的生活照舊。這

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很多人會這樣的說：“我要是這樣做了就讓

我雙手殘廢；我要是不這樣做的話就讓安拉降給我災難；若我這麼做了

就讓我不得好死！”等等。很多人在發誓的時候是十分嚴肅地給自己下

判決，然而實際情況卻相反。即使這樣發誓了，他們並沒有殘廢，也沒

有災難，更沒有死亡。在人的生命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正由於安拉的仁

慈，所以沒有實現他們的那些誓言 。對於我們口中所說的話，我們須謹

慎斟酌。

另一方面，安拉喜悅我們祈求幸福，不喜悅我們祈求禍患，安拉創

造禍患只是為了考驗我們。安拉在《古蘭經》中說道：“安拉必不虧枉

人一絲毫。”(婦女章4：40) 

“凡你們所遭遇的災難，都是由於你們所做的罪惡；他饒恕你們的

許多罪過。”(協商章42：30)

因此，聰慧的心可以參悟安拉的仁慈和憐憫，對於前定，他們是這

樣選擇的：“安拉啊！你給我的所有安排，我都喜愛！無論是玫瑰還是

荊棘，無論是華麗的衣服還是壽衣(卡凡)，無論是災難還是恩典；我全

都喜歡！”對於這樣的僕人，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描述他們：“你

說：我們只遇到安拉所註定的勝敗。他是我們的保佑者。教信士只信賴

安拉吧。”(懺悔章9：51) 

“如果安拉降一點災難於你，那麼除他之外，絕無能解除災難的。

如果他欲將福利於你，那麼，任何人也不能阻攔他的恩惠。他把那恩惠

降於他所意欲的僕人。他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尤努斯章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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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必要的措施。由於人是無法預知前

定的，所以我們應當盡我們最大的能力去改善一切。

深入解剖前定會產生很多分歧，這對於我們毫無益處。簡而言之，

重點在於以下幾點：

僕人是擁有自由意志的，這個自由意志是安拉所賜予的。安拉只喜

悅僕人選擇做善事或好的事情。例如，一位教師的職責，即在教室中教

授學生知識。若學生自己不努力學習的話，那麼他的老師也無能為力。

又例如，一位醫生的職責是治癒病人，若病人不遵醫囑，那麼一切後果

由病人自己承擔，醫生對此不許負任何責任。

因此，我們有責任承擔自己所做出的選擇，我們不可將自己的責任

推卸給前定。

一個步入歧途或不做功修的人說：“哎！我又能怎樣呢？我的前定

就是這樣啊！”這種說法是疏忽的表現。他們把想要禮拜或者想要做其

他功修的人歸因於安拉。

若我們視自己所犯下的罪惡推卸給前定，認為自己是無辜的話，這

是無知和無理的表現。





第三章

功修

信仰，不只是枯燥的知識和理論。《古蘭經》，宇宙和人

類充分展示出了這些力量的神聖和偉大，我們應當用心思考，用

激情和專心投入功修之中，從而保護我們的信仰，提高我們的品

德。沒有什麼事情比崇拜安拉還要高遠和美妙的。功修是給予人

們的心靈補充營養的一種重要途徑。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卑鄙的私

心欲望的枷鎖下，如果人們懷著愚昧，憂鬱，野蠻和笨重的一顆

心過著麻木不仁的生活，那麼這意味著他的信仰變得十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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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信仰的精髓和目標就是使人擁有清廉的善功和美好的品

德。伊斯蘭不應該只是隱藏在良知中的一種東西。因為，當心中的想法

和感受沒有付諸實踐的話，無論想法有多麼遠大，也不會有太多的價

值。人，相信一個真理不能只是口頭表達，若沒有實踐的話，那麼他的

信仰和愛就會慢慢變弱。也就是因為這樣，伊斯蘭不光只是理論知識和

信念，還需要用功修來實踐它。總的來說，伊斯蘭是一個實踐的宗教。

從心裡最深的那一個點開始將它緊緊擁抱，從言語上出發，身體力行，

從而讓身體和心靈都閃耀著信仰的光亮。

信仰，不只是用枯燥的知識和理論。面對真理，我們應該用心思

考，培養心靈，用功修保護我們的信仰。若外部的功修城堡削弱的話那

麼內部的信仰城堡也會陷入危險之中。若我們將信仰比喻成一盞燈的

話，那麼功修就是一個燈罩一樣保護信仰不受外界的幹擾，從而將燈光

保護的更加明亮。

知識的增長是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積累的，最終達到一個頂峰。

保護理論知識是非常困難的，它的益處也大不如實踐。同樣的道理，加

深信仰的途徑就是通過不停的做功修。

通過功修而提升的信仰，在一些僕人的身上有所體現。對他們來

說，今世上的痛苦、悲傷和磨難都微如塵埃。

與穆薩先知比賽的那些魔術師們歸順伊斯蘭時，殘忍的法老把他們

的手臂和腿交叉分割吊在了棕櫚樹樁上。這些新穆斯林們，在面對法老

的酷刑下，擔心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脅，於是他們把雙手高高地舉向天空:

“我們的主啊！求你把堅忍傾注我們心中。求你在我們順服的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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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我們死去139！……”這樣投靠了安拉。最後，他們都歸順的進入了

樂園。

最初的認主獨一的基督徒，為了保護認主獨一的信仰，寧願被獅子

吃掉也不願意妥協，他們品嘗到了信仰的美好，心甘情願的成為了烈士。

以前連被針紮到都十分害怕的蘇麥耶(願主喜悅她)，當她嘗到信仰

的美味後，那些多神教徒用紅鐵塊在她身上烙印時，她都能堅忍，堅決

沒有任何妥協。

在極其殘忍的酷刑之後，多神教徒們把她的一隻腳綁在一隻駱駝

上，另一隻腳綁在另外一隻駱駝上，活活地把她五馬分屍。她的丈夫雅

思爾(願安拉喜悅他)，雖然是一個瘦老的人，但是他展現了無比的堅

忍。最後，他也成為了烈士。就這樣，雅思爾一家成了伊斯蘭的第一批

烈士。140他們用生命的代價表達了對信仰的愛與忠誠。

比倆裡(願主喜悅他)的狀態也是如此，就像與安拉相聚時那激動的

感情一樣。比倆裡(願主喜悅他)也是一樣，在多神教徒的酷刑下，紅色

的鮮血染紅了黑色的皮膚，身體就像果凍一樣透明的狀態下，嘴裡還是

說著“安拉獨一，安拉獨一，安拉獨一,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

大”。通過磨難而提升的信仰，在心中可以品嘗到與安拉會晤的快樂。

因為，他們體會到伊斯蘭的恩典的巨大和其真實含義。就這樣，他們在

兩世中用愛和激情去尋求安拉的喜悅。關於壽命的短暫，《古蘭經》中

這樣描述道：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真實的敬畏安拉，你們不要在未成為穆斯

林之前死亡141。”

139 高處章7：126

140 伊本·馬哲，el-İsabe, III, 648; Zemahşeri,	Keşşaf,	tahk.	Muhammed	Mersi	Amir,	Kahire	1988,	III,	164.

141 儀姆蘭的家屬章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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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像這節經文中所說的那樣生活的話，那麼我們將獲得真正永

恆的生活。

在他們之後的穆斯林後裔便頭戴皇冠，每個人都將變得十分尊貴。

若功修沒有加強信仰的話，那麼，隨著時間的流逝，信仰會逐漸變

弱。久而久之，信仰對於人的行為舉止中的正面影響也會隨之消散。隨著

信仰的正面影響的減弱，人的道德降低，於是開始犯各種各樣的惡罪。

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描述功修的哲理：

“眾人啊！你們的主，創造了你們，和你們以前的人，你們當崇拜

他，以便你們敬畏。”(黃牛章2：21)

堅持功修的僕人，他從罪惡上被保護，並且不斷接近安拉。對此，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道：

“據艾布·胡萊賴(願安拉喜悅他)傳述,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

說:“安拉說:‘誰與我的密友作對,我就向誰宣戰｡我的僕人的功修中接

近我的功修並最令我喜歡的莫過於我給他制定的主命,我的僕人一直通過

副功接近我,直到我喜歡他,我成為他聆聽的耳朵,他觀看的眼目,他持取

的手和他行走的腳｡若他向我要求,我必定賞賜,他向我求庇護,我必定保

護他｡我欲做一件事情時,從未像收取信士的生命那樣猶豫過。142 他不願

死亡,而我又不願強取｡’”(布哈裡聖訓集，慈愛，38；Ahmed, VI, 256; Ibn-i Hibban, 

Sahih, II, 58/347)

據別的傳述，也有以下的說法：

“…我成為他思考的心和說話的舌頭。”(Taberani, Kebir, VIII, 221/7880; 

Heysemi, II, 248)

功修，通過昇華人的靈魂，最終達到拯救人免遭火獄，進入樂園的

目的。在後世，對人有益處的東西是帶著信仰所做的功修和善功。我們

能帶入墳墓中的只有善功。

142 這裡所表達的“猶豫”是安拉為了方便我們理解所使用的，安拉是超越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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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米這樣描述道：

“在你即將要去的地方，若你不想孤獨的話，那麼就讓功修和善功

幫助你吧！”(Divan-i	 ,Kebir,	Ⅱ, 692)

功修對於人的靈魂有許多積極的影響。每種功修都有不同的作用

並且給靈魂提供精神能量和“維他命”。一位做功修的穆民，他的精神

能量很飽滿並且心境安寧。當他在生活中遇到失意、困難和絕境時，他

不會感到壓力，更不會絕望。相反，不做功修的人在兩世中都找不到安

寧。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道：

“若人在功修方面有缺陷的話，即在每項功修的定額上不做或減少

的話，安拉就降悲傷和困難於他。”(Ali	 el-Mϋttaki,	 Kenzϋ’l-ummal,	 no:6788)

與此同時，功修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從而拯救人們免沉迷於物質生

活。功修也是使人變得更加優雅、細膩和高貴。人可以通過功修、人際

關係和美德來接近安拉，接近的程度和他的尊貴是成正比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功修對人們的物質需求也是有幫助的。因為，

伊斯蘭絕不忽視人的各種活動。在功修和生活方面，伊斯蘭有一套完美

的平衡體系。因為，伊斯蘭包含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例如，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過注意功修的信士，安拉賜予他

們豐富的給養。143

另外，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道：“你們的養主說：若我

的僕人按照我要求的方式服從於我的話，那麼，在夜晚我為他們降下雨

水，在白天我為他們升起太陽。我不讓他們受到雷雨聲的幹擾。”(Ahmed,	

Ⅱ, 359; Hakim, Ⅳ, 285/7657)

眾所周知，伊斯蘭十分重視功修。因此，在《古蘭經》和聖訓中經常

把善功和信仰一起提及。這也說明善功起到保護信仰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功修對個人有極其重大的益處。因為，安拉對於人的功修和順從是

143 穆斯林聖訓集，偽信士，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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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需求的。功修是人們對於安拉表達感恩和感謝的一種方式。我們通

過功修感謝安拉賜予我們在今世和後世中無數的恩典。如果連這個都做

不到的話，那是多麼的忘恩負義啊！

然而,宇宙上的萬物都處於感謝安拉的狀態當中。《古蘭經》，大

地上和天空中所有的被造物都在讚美安拉144。星星，山嶽，樹木，動物

145，空中翱翔的鳥兒146以及其他的被造物都在以著安拉喜悅的方式向他

做功修，這是超越我們的理智所能理解的範圍的。對此，我們稱之為 

“宇宙的功修”。

總之，我們無法想像沒有功修的生活。因為，安拉創造人類，只為

要人類崇拜他147。人的本性也由此變得規範。因此，我們應當經常求造

物主的護佑，應當尋求養主的襄助，並且我們有向他做功修的需求。因

此，人的一生應當尋找真理。 

“人是為了做功修而被創造的。”但是我們不應當認為穆斯林總是

處於嚴肅和困難之中。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總是面帶微笑，並且告

訴信士們微笑是施捨。聖門弟子之間也互相開玩笑，說令人愉快的話。

先知(願主福安之)也經常對他們微笑。在節日或者婚禮時，先知(願主福

安之)建議人們應當在歡樂的氣氛中進行。換句話說，穆斯林也應適當的

放鬆、休息和遊玩。但是，這些應當在遠離疏忽功修的情況下進行，即

我們應當把握好度，使之平衡。

在伊斯蘭中，各種功修的形式和時間是不同的。這讓人們在不感到

勞累和厭煩的情況下，加強人和安拉之間的關係。每一個與安拉關係很

近的人，他都處於安寧和安全之中。

總而言之，值得我們崇拜的只有清高偉大的安拉。因為，崇拜在

144 夜行章17：44.

145 朝覲章22：18.

146 光明章24：41.

147 播種者章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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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服從和鞠躬之上。因此，崇拜只屬於安拉，並且我們只應崇拜安

拉。身體、生命以及所有的恩典都來自安拉。因此，向安拉之外者叩頭

是非法的。

(一) 清淨與清潔

伊斯蘭既重視物質清潔，也注重精神清潔，人們希望每個方面都乾

淨、有條理、慎重和靈敏。香味會使人們得到安寧，這在最重要的聖訓

中提及到了。因此，清潔的功修被視為所有功修之首。新進伊斯蘭教的

人必須要洗大淨148，沒有小淨之前做禮拜、環游天房、誦念《古蘭經》

等功修是不被接受的。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建議吃之前和之後要洗手149，在躺下之前

要洗小淨150，甚至鼓勵穆民們如果有條件的話持續不斷的有小淨151。

有一天早上使者(願主福安之)把畢倆裡(願主喜悅他)喊住，問

道：“畢倆裡啊！你做了什麼在我之前進入天堂？(在我夢中)我進入天

堂時，我聽見在我之前有一陣腳步聲。昨天夜晚(在我夢中)我進入天堂

時，又聽見在我前面有一陣腳步聲……”

畢倆裡說:“唉!主的使者啊！在每一次念宣禮的時候，我一定會禮

兩拜，在壞小淨的時候立刻去洗小淨後為了安拉禮兩拜。

對此，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對，就是因為那兩拜。”    

(提爾米茲聖訓集，Menakib, 17/3689; Ahmed, V, 354)

全能的安拉在經文中這樣描述小淨的命令：“安拉不欲使你們犯

難，但他欲使你們清潔，並完成他所賜你們的恩典，以便你們感謝。” 

(筵席章5：6)

148 艾卜·達伍德，清潔，129/355.

149 提爾米茲聖訓集，Etime, 39/1846.

150 布哈裡聖訓集，小淨，75；穆斯林聖訓集，齊克爾，56.

151 伊本·馬哲，清潔，4；穆宛塔，清潔，36； 艾哈邁德，V，276，282；Darimi, 清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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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禮拜時，人們的衣物和禮拜處保持清潔是必要條件。

命令我們要認真的做小淨、大淨和其他的清潔，從健康方面來說有

很多好處，這其中包括了很多奧秘，從最簡單的角度看，人們最大的一

項功修就是既讓自己心情愉快和保持外在整潔；又維持了健康。我們的

先知(願主福安之)說：“清潔是信仰的一半。”(穆斯林聖訓集，清潔，1)

穆斯林在歸真之後也希望像在今世生活中注意清潔那樣乾淨整潔的

歸向安拉，因此歸真之後穆斯林的殯禮要完美的清洗，洗大小淨，用非

常乾淨的，白色的卡凡布包裹並撒上香水，之後土壤成為他們的歸宿，

為了在複生日能夠清白的復活起來，所以要做祈禱。

(二) 拜功

在僕人和安拉相見的那一天，毫無疑問最重大的功修的源頭就是拜

功。因為拜功從它所包含的內容和等級來看是所有功修的頂端和精髓。

在宇宙中所有的被造物如：太陽、草、樹木、動物等都是處於贊主

的狀態，以著順服的狀態。飛翔的鳥類、山脈、石頭在我們看來都以著

一種未知的狀態中讚美安拉。植物在立站的狀態，動物在鞠躬的狀態，

包括無生命的被造物也是在叩頭的狀態下。天空的狀態也是這樣的，天

使們一部分在立站，一部分在鞠躬，一部分在叩頭，一部分在讚頌和讚

美的狀態。然而拜功是偉大的安拉在登宵夜賞賜給僕人最大的恩典，並

且這所有的功修都是由自己來完成的，因此天地之間的包括人都在做這

個功修並因此獲得數不盡的報酬。

沒有任何一項功修跟拜功一樣，禮拜的人在禮拜的時候不會去忙

於其他的事情，拜功能使人減少對世俗事物的關注，在與偉大的安拉相

見的那一日是無法描述的。但是其他功修的狀態不是這樣的，例如：一

個封齋的人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一個人在朝覲的時候可以去購物。但是

禮拜的人則是要全身心的去崇拜安拉，正如安拉在尊貴的《古蘭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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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絕不然，你不要順從他，你應當為安拉而叩頭，你當親近安

拉。”(血塊章96: 19)

拜功從物質的角度來看；有利於身心健康，身體得到鍛煉，並且獲

得美好的生活方式。

拜功從精神的角度來看；在崇拜安拉，參悟害怕的時候得到慰藉，

高興地時候帶來幸福，為心靈帶來喜悅，成為心靈的支柱，信仰得到保

護，增加于安拉之間的關係並獲得巨大的恩典。

拜功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人際交往更加

融洽，信仰得到昇華，穆民兄弟之間的關係得到加強。而這些都是由於

安拉不以計數的恩典。尤其是集體拜，主麻拜和節日拜更加能消除人們

的種族、膚色、地位之間的差別。在安拉麵前人人平等、互相有愛。

從精神這個角度看拜功，誰以著忠誠、敬畏和忠實等美好的品格來

崇拜安拉，那麼他就完美了功修。人們在禮拜中內心的精神世界就像春

天的氣候忽上忽下。

如果一天中最少五次重複的連續不斷地紀念安拉，心與安拉連系在

一起，那麽他會把無止境的力量、仁慈、憐憫、恩惠、善待以及懲罰安

置在人們的心中，就這樣拜功使人們遠離罪惡、醜陋和無理(不公正)。

安拉在尊貴的《古蘭經》中這樣說道：“你當宣讀啟示你的經典，你當

謹守拜功，拜功的確能防止醜事和罪惡。紀念安拉確是一件更大的事。

安拉是知道你們作為的。”(蜘蛛章29：45)

有一個人對使者(願主福安之)說：“某人在晚上禮拜，白天做偷盜

的事情，”使者(願主福安之)說：“真正的禮拜，就是拜功和他在拜中

所念的古蘭經經文使他遠離他所做的醜陋的行為。”(艾哈麥德聖訓集, II, 447)

實際上在穆斯林中犯罪率較低，在如今的社會殺人最少的國家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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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蘭國家，這是歐洲研究人員經認真調查後得知伊斯蘭國家殺人率較低

的原因152。

因為伊斯蘭帶來的信仰的基礎、功修和道德標準是引起犯罪率低的

重要原因。伊斯蘭教育人們敬畏安拉，並相信無論做塵土般大小的善功

或壞事到複生日都會受到公正的清算。因此拜功就是關閉壞事打開好事

的鑰匙。

按時禮拜可以讓人們從百忙之中和單調的生活中得到放鬆。

面對養主時體現出自己的順服和感謝；禮拜中叩頭是人們直面自己

內心世界的一個行為。

人們漸漸的相互疏遠，在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流行的這個時代裡，

哪怕有文化的人也會感覺到精神空虛。對於人所陷入的這些心理疾病，

最好的就良藥是拜功。一個人可以單獨禮拜，為了增加回賜可以與集體

一起禮拜，這會減少人們一天當中的空虛感。因為禮拜的時候是與安拉

聯接的時候，就算一個人禮拜也不會感覺到孤獨。集體禮拜既能與安拉

交談又能促進穆民關係。

社會領域的專家這樣說：一個禮拜的人心理沒有缺陷，一個交天課

的人對社會沒需求。

全能的安拉關於禮拜的問題說：“你當叩頭，你當臨近153！”他告

訴我們一個虔誠僕人的拜功是謙恭的154。因為人謙恭的禮的一番拜能夠增

加他對全能主的聽從和服從。這種順從能夠保護人的心不受傷害，因為順

從至高無上、有力量且偉大的安拉時，你會遠離安拉所禁止的事情。

一個禮拜的人是處於全能安拉的保護之中，並且生活在安全和精神

152 例如，請看 Cordova，Ana;	 “An	 Examinational	 Causes	 of	 Low	Murder	 Rates	 in	 Islamic	 Societies.”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153 血塊章96：19.

154 信士章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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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中。因為使者(願主福安之)關於不禮拜這樣說：誰故意撇拜，那麼

這個人就遠離了安拉的保護和照料。(伊本·馬哲，Fiten,23)

因此禮拜的人，他在物質上和社會精神上是相對健全的人。例如：

在使者(願主福安之)時期，一個醫生來到了麥迪那，他找不到任何事情

可做，於是我們的先知就建議他回自己的家去155。(因為當時的人們很健

康，不需要醫生)

據傳述，在那個幸福時代的人們從不需要心理醫生。

全能的安拉派遣使者為典範，他不僅是我們各個方面的典範，也是

心理和精神治療領域的典範，改善社會形態問題的典範。  

另外，在歸信之後，為了紀念安拉做的最有價值、最完美的工作就

是拜功156，在見證詞後伊斯蘭最重要的支柱也是拜功。因此，禮拜的人

的小罪被原諒了。

有一天，安拉的使者對聖門弟子說：“你們說，假若你們誰的門

前有一條河，每天從中清洗五次後任何汙穢還存在嗎？”他們說：“一

點也不存在。”他說：“這是五次禮拜的情形，安拉以此勾銷一切錯

誤。”(穆斯林聖訓集，Mesacid,283;布哈裡聖訓集，Mevakit，6)

使者告訴我們，在我們門前流淌著一條充滿水的河流，因此，河流

離我們很近，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從中取水並在此清洗，只需付出一點努

力，我們就能得到全能的主所許諾的巨大祝福和回賜。

禮拜是進入天堂的鑰匙157，因此，使者建議那些想進入天堂並在那

成為他鄰居的人們要多做拜功158。

同樣，在拜中的叩頭可以從火獄中得以解脫，這是真實的。

155 Helebi,	İnsanul-Uyun,	III,	299.

156 穆斯林聖訓集，信仰，137-140.

157 Ahmed, III, 340.

158 穆斯林聖訓集，拜功，225，226；Ahmed, III, 428, 500.



  157  

  功修

聖訓中這樣描述：複生日那天，安拉會慈憫求寬恕的火獄居民，命

令天使把曾在今世崇拜安拉的人從中解救出來。

天仙從他們叩頭的痕跡中認識他們。安拉禁止火獄吞噬叩頭的痕跡，

火會燒掉人的每個部位，唯獨不會侵犯叩頭的部位。(布哈裡聖訓集,宣禮, 129)

這裡的叩頭指的是拜功，在一些尊貴的章節和聖訓中提及禮拜中最

重要的部分就是叩頭。

在拜功中的每一個行為都是很重要的，拜功是使穆民避免迷誤、是

進入樂園、靠近安拉的一個功修。傑利爾傳述：

某晚，我們同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坐著，他望著十四晚上的圓

月說：

“你們將來會見到你們的養主，猶如你們看到這圓月一樣，不會

感到擁擠困難。若你們能夠堅持日出前和日落前的兩番拜功，就當照

辦。”

然後他誦讀了此節經文：“你應當在太陽出沒之前讚頌你的主，

你應當在夜間和白晝讚頌他，以便你喜悅159。”(塔哈章20：130(布哈裡聖訓集, 

Mevakit，16,26；Tefsir,50/1;	 Tevhid,24; 穆斯林聖訓集，Mesacid,211)

總之，拜功是讓人達到本性目的最重要的一個功修。反正，我們

的骨架是為了鞠躬和叩頭而被創造成這樣，為了讓人們更接近自己的祈

禱，這樣會使每一番拜功變得更加容易。在我們生活中，根據拜功的時

間來安排自己，我們的時間軸都要以拜功為中心。

(三) 齋戒和尊貴的齋月

齋戒是為了完成安拉的命令和得到他的喜悅，從黎明開始直到太陽

落山為止遠離吃、喝以及夫妻同房而組成的一種功修。

159 這節經文傳達了五番拜功的時間。請參考其他資料：呼德章11：114，夜行章17：78，羅馬人章 

3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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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封齋的基礎上也更有利於做其他功修並使它們變得更有

價值，如，禮拜，交天課，施捨，紀念安拉，讀《古蘭經》，招待客人

等。萊麥丹月是一個充滿正能量，吉慶並且可以得到獎賞的月份，它

是其他月份的領導者160。在這個月份裡安拉會使他的僕人得到更多的給

養，並且達到至善的境界。饒恕之門會完全被打開。即便是一個很小的

功修也會得到很大的回賜。穆聖(願主福安之)這樣說到：

“萊麥丹月到來時，諸天之門均為打開，火獄諸門都被關閉，惡魔

全部被套上枷鎖。”(布哈裡聖訓集，Bedul halk-11；穆斯林聖訓集，Siyam-1,2,4,5)

齋戒的哲理

在這個吉慶的月份中，放棄短暫的享受去追求永恆的幸福時，可在

安拉所命令的功修‘齋戒’裡尋找到這個秘密。齋戒的穆民，常在功修的

安寧中與私欲做鬥爭，並且時刻監察它們，以最小程度使自己受到影響。

齋戒，在針對生活表面上的鬥爭來講，可以培養“尊貴，堅韌，耐

心，意志，知足，知感，毅力，遠離私欲”等特性，並且培養道德達到

完美境界。在面對私欲的吃、喝，和層次不斷對名義追求的意願時，它

的任務可用來保護人的名譽和尊嚴。

齋戒，通過饑餓可讓人記起安拉給予我們不可計數的美好的給養。

因此也會使我們想像到赤貧者的生活並提升對他們的憐憫和同情之心。

啟動感謝之心。因此在其他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爭風吃醋帶來的不好影響

時，齋戒則是最好的功修。所以，齋戒不只是針對穆聖的這個穩麥，從

以前的其他民族開始就被規定為主命。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說到：

“信道的人們啊！齋戒已成為你們的定制，猶如它曾為前人的定制

一樣，以便你們敬畏。故你們當齋戒有數的若干日。”(黃牛章2：183、184)

齋戒在伊斯蘭中被規定為主命的功修，針對各式各樣的精神疾病

都是最好的良藥。傾向私欲性的願望，追求對今世生活的裝飾，愛好娛

160 Beyhaki, Şuab, III, 314-315；海伊薩米, III,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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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以及精神與靈魂產生疾病的主要原因。為了清除這種精神疾病控制

飲食是很有必要的。齋戒是最好的醫療方法。因此，安拉給人們規定下

這個命令。當然，他最瞭解他的僕人需要什麼。

齋戒對於多重物質及精神疾病都是一種良藥。在這裡提到應封‘有

數的若干日’。因為連續使用一種藥物的話，身體就會適應它，之後也

不會產生任何益處。因此，穆聖(願主福安之)：

一位聖門弟子這樣說到：“在我今後的生活中要全以封齋的形式度

過”。穆聖(願主福安之)對他說：

“沒有全部的時間都封齋的齋戒”，並且重複三次。(布哈裡聖訓

集，Savm：55-57)

從醫學角度看來，少於30天的齋戒產生的益處很少，多餘40天的齋

戒則會造成習慣性，對此證明出在固定的週期裡放棄吃喝會產生很大的

益處。

齋戒，在人類飲食學中，可使食欲長處於主導地位。可減少因貪吃

和亂吃而導致疾病的發生。肥胖的齋戒者也可減去多餘的體重，讓整年

不間斷工作的消化系統也可得到休息。

在宇宙世界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多齋戒的例子。

在對生物的觀察中發現，野生動物在下雪時無法找到可填飽肚子的

東西，最後只能冬眠，也就是說它們齋戒直到春天來臨。

樹木也是這樣的，冬天樹葉落下進入睡眠的狀態，甚至到春天來臨

冰雪融化的時候樹根依然不吸收水分。通過這幾個月的齋戒後，春天來

臨時會變的更加茂盛。這種現象可以通過大量的樹葉和花朵中觀察到。

物質也是需要齋戒的，機械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後也需要讓它們休

息一段時間。這樣才能維持以前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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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醫學中出現一種非常流行的醫療方法，根據慢性疾病的病情來

看，可通過長期或短期的齋戒使病情得到好轉161。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齋戒在固定的一個月份中進行，在使穆斯林

團結的角度來講也是很重要的。同時，和同伴一起做一件事的時候會使這

件事變得更加容易，齋月就像一個節日一樣很愉快的度過。最終，在那有

數的幾天內組成的齋戒，給我們短暫的生活帶來細膩、深度和優雅。

齋月在一年四季中輪流交替，這也存在著很大的哲理。齋月會出現

在我們生活的不同的季節中，炎熱、寒冷、涼爽、溫和的季節中，日長

夜短、日短夜長或是兩者相同的季節中。這樣，齋月使一年每個時間段

都變得很有吉慶。這一情況對齋戒者也會帶來有不同的難度和容易，讓

穆斯林的心靈感受到不同的精神樂趣，這一現象說明齋戒可以很好的表

現出穆斯林在任何情況下都對安拉服從。

關於萊麥丹月和齋戒安拉這樣說道：“萊買丹月中，開始降示 

《古蘭經》，指導世人，昭示明證，以便遵循正道，分別真偽，故在此

月中，你們應當齋戒；害病或旅行的人，當依所缺的日數補齋。安拉要

你們便利，不要你們困難，以便你們補足所缺的日數，以便你們讚頌安

拉引導你們的恩德，以便你們感謝他。”(黃牛章2：185)

在這節經文中提到，安拉在萊麥丹月降示了《古蘭經》，我們為

了感謝他應當齋戒。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安拉都會為了他的僕人使齋戒

變得容易。任何情況下安拉都不會為難他的僕人。經文的最後一部分提

到，我們在齋戒的時候應得到什麼。因此，人在齋戒時應感悟到安拉的

大能以及給予我們的恩典，並且學習以最好的方式感謝安拉。

總之，齋戒真實的涵義和核心是減少身體的物質需求，降低對今世

的關注，清除心中除安拉以外的一切雜念，從而達到精神境界的提升和

接近安拉的目的。

161 Prof. Dr. M. Hamidullah, Islam’a Giriş, s.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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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戒的尊貴

魯米這樣說道：

“人的真正的食物是安拉的光亮。人過分汲取土壤裡的食物是不適

當。人的真實食物是對造物主的愛和敬畏。因為，人們忘記了靈魂的糧

食而只注重給軀體的糧食，所以人們總是處於不安寧的狀態中。不知足

和貪婪給人們帶來很多的疾病，土壤中的食物又怎能與永無止境的精神

給養相比呢？

關於烈士，安拉這樣說道：“我給予他們給養”。這裡的給養指的

是精神給養，並非是軀體的給養。”

少吃(尤其是饑餓或封齋時)，對人有十大益處：

1)人在饑餓時，心更加純潔，記憶力也會增強；反之，人在飽腹時

容易犯傻和遺忘。

2)人在饑餓時，心變得更加仁慈，能夠嘗到祈禱和功修的美好滋

味；反之，飽腹時，心會變硬，並且品嘗不到功修的美味。

3)人在饑餓時，心十分柔軟，人也會十分低調和謙虛；反之，在飽

腹時，人便變得放縱、驕傲和自大。

4)人在饑餓時，會為窮人和饑餓的人著想；反之，在飽腹時，則會

遺忘他們，甚至根本不會想到他們。

5)饑餓可以減少人的私欲和欲望；飽腹時，人的欲望則會增強。

6)饑餓可以讓人保持頭腦清醒；飽腹時，人會變得疏忽和昏昏欲睡。

7)饑餓時，人可以容易地持續做功修；飽腹時，人會很鬆懈和懶散。

8)饑餓時，人的身體很健康；飽腹時，人的身體變得虛弱、多病。

9)饑餓時，人的身體感到十分輕鬆和舒適；飽腹時，則會感到沉重

和空虛。

10)饑餓時，人們熱愛施捨和出散財物。在複生日那天的恐怖的熾

熱下，這會為僕人帶來蔭涼的樹陰。飽腹時，人們會變得吝嗇和浪費。

這將會給僕人帶來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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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飽腹煽動欲望；饑餓使人冥思。

總之，齋戒對人的各個方面都有好處。因為，安拉的使者(願主福

安之)這樣說道：

“你們封齋吧！你們將找到(物質和精神上的)健康！”(海伊薩米，III, 

179)

饑餓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和益處最完美的例子：安拉在把

聖品降給眾先知之前，讓他們用齋戒來做準備。他們在達到完美精神境

界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遠離人群，天使的屬性在他們身上被體現。

就這樣，他們的心中注入神聖的啟示。例如：

在西奈山上，穆薩先知(願安拉賜他平安)為了迎接《討拉特》的降

示，他封了40天40夜的齋。

在薩伊山上，伊薩先知(願安拉賜他平安)為了迎接《引支勒》的降

示，他封了40天40夜的齋。

同樣的，在《古蘭經》沒有下降之前，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

福安之)經常單獨在距離麥加很遠的希拉山洞冥思和做各種各樣的功修。

最終，吉蔔利勒天仙向他傳達喜訊和啟示。就這樣，啟示開始慢慢的下

降在先知(願主福安之)的心中。

同樣的道路，先知(願主福安之)在夜行登宵之前，經歷了多神教徒

發動的三年聯合抵制。極度的饑荒和各種磨難使得他的精神境界達到了

完美。

這說明，齋戒的真正目的和益處是提升精神境界。因此，齋戒作為

一項功修，那麼封齋的目的必須是提供精神境界。若只是為了其表面的

好處而封齋的話，那麼就不算是功修了。也就是說，封齋的目的不可以

是為了減肥，這樣的齋戒無法得到安拉的喜悅。反正，為了安拉的喜悅

而封的齋戒既具備外表的好處也有精神方面的益處。

因此，一位封齋的穆斯林必須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私欲的幹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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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封齋時遠離吃喝那樣，精神方面還需要遠離背談、撒謊等各種各樣惡

劣的行為。

在這裡，我們沒有指出的益處還有很多。因此，安拉鼓勵他的僕人

封齋。人因為齋戒而變得更加高貴。每件善事，安拉都賜予十倍到七百

倍的回賜。但是，只有齋戒除外。齋戒的回賜，安拉不計其數的賜予。

對於封齋的僕人，安拉將在今後兩世加倍的回賜他們。對此，安拉的使

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道：

“安拉說：‘人的各項善功都歸他自己，唯有齋戒歸我，我藉齋戒

給予回賜，齋戒是一面盾牌。’

你們在封齋的日子，不可說醜話，不可爭吵。若遭人辱駡或毆打

時，就說：

‘我是封齋的人！。’

以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安拉起誓！齋戒者口中的氣味，在安拉看

來，勝似麝香。齋戒者有兩大歡樂：開齋時的歡樂和見安拉時獲得回賜

的歡樂。”(布哈裡，齋戒章，9；穆斯林，齋戒章,163)

總之，齋戒是靈魂最好的營養之一。僕人通過齋戒降低對物質生活

的需求，即使是合法的，他們也把需求降到最低，從而提升靈魂的精神

境界。把合法事物的使用都降到最低的僕人是絕對不會接近有嫌疑和非

法的事物。

(四) 天課

天課：為了安拉的喜悅，財產達到滿貫的富有穆斯林，根據伊曆一

年一次，交出財產的2.5%。天課只可以交給以下八種人：貧困者、赤貧

者、管理天課者、心被團結者、無力贖身者、無力還債者、為主道奮鬥

者和途中貧困者。(“懺悔章”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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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和土地也需要交天課。它們的天課數額不同。土地的天課，教

法中稱之為“農作物的天課”。

在伊斯蘭中，天課是滿足條件的穆斯林必須要給的，它又明確的數額

規定。與此同時，有條件的穆斯林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出散和施捨。

富人與窮人的職責

個體和社會中存在強大的-弱小的、健康的-害病的、有學問的-無

學問的、富有的-貧窮的等不同情況的人，這是安拉的分配，其中包含

極其深刻的哲理。我們生命中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安拉通過考驗賜予我們

的。甚至，生命中所失去的東西也是一種考驗。安拉在《古蘭經》中這

樣說道：

“至於人，當他的主考驗他，故優待他，而且使他過安逸生活的時

候，他說：‘我的主優待我了’。當他考驗他時，故結約他的給養的時

候，他說；‘我的主淩辱我了。’”(“黎明章”89：15-16)

因此，富有並不是高貴，貧窮也不是低賤，它們是安拉的分配。安

拉這樣說道：

“難道它們能分配你的主的恩惠嗎？我將他們在今世生活中的給養

分配給他們，我使他們彼此相差若干級，以便它們層層節制。你的主的

恩惠比他們所積蓄的更優美。”(“金飾章”43：32)

就像安拉分配給每個人的給養不同那樣，安拉給每個人的責任也不

同，安拉絕不會壓迫僕人，更不會對僕人不公正！

在這節經文中我們瞭解了人們之間的區別，保障社會的和諧和法律

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安拉讓富人為他們自己如何賺取財富、手段是否合法、是否履行了

交納天課的義務以及做了哪些自願的施捨負責。對富人來說，這一命令

是對富人是否實施了他對於需要基本生活説明的窮人的義務的嚴正的考

驗。如果他們成功的通過了考驗，在樂園中，他們將得到優美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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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窮人的考驗是看他們是否忍耐，是否不抱怨，是否因為貧窮而

反叛社會，是否憎恨，是否保留正直。如果他們成功的獲得了安拉的喜

悅，那麼他以今世的磨難可以換取後世的幸福。

窮人在今世需要富人物質上的援助，而富人既在今世又在後世需要

窮人的杜阿一樣。

感謝、大方的富人和堅忍的人和有尊嚴的窮人，為了人的榮譽和主

的喜悅是在一起的。而在伊斯蘭中，驕傲、小氣的富人和與之相應不堅

忍的人和只靠施捨的窮人是一樣的。所以，使者說：

“我的養主啊！求你使我免遭富人和窮人本性中壞的事情。”(《穆斯

林聖訓集》，紀念，49)

誰知足，托靠，順從，他就勝利了，並且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富人。

毫無疑問，學習怎樣在合法的道路上成為一個掌管錢財的人也是一

個優點。最正確的是在心中羡慕他們把錢花費在主道上。不然，財產是

今世上的負擔，也是在後世受到懲罰的原因。 知道賑濟、施捨、為主道

而服務和努力的重要性的人要吸取一下教訓：

佰希爾·本·哈薩斯耶[Beşır	 bin	 Hasasiyye](願主喜悅他)這樣說

道：

我為了宣誓去了我們尊貴的使者那裡。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安

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僕人和使者，立行拜功，交納天課，朝覲天房，封

萊麥丹月的齋，添加了一個為主道而奮鬥的條件。

我說：“主的使者啊！指主發誓這兩個我做不到。它們就是：出征

和施捨。他們說：穆斯林誰當了逃兵，他受到安拉的刑罰而返回162。我

出征時，我擔心我的私欲會導致我不想死亡。至於施捨，指主發誓，我

162 安拉在《古蘭經》中說道：“除非因為轉移征地，或加入友軍，在那日，誰以背向敵，誰要受安

拉的譴怒，他們的歸宿是火獄，他們的歸宿真惡劣。”(“戰利品章”8：16)



真實的伊斯蘭  

  166  

有很小的一群羊和十頭駱駝其他什麼都沒有。它們是我家人的生活來源

和騎乘工具。使者晃了一下他的手說：

“不為安拉而奮鬥，沒有施捨，你用什麼進入天堂呢？！”

我立刻說：

“安拉的使者啊，我和你結約！”我立刻在所有條件上結約

了。 (Ahmed，V，224；Hakim， II，89/2421；Beyhaki，Şuab，V，8；Heysemi， I，42)

天課和施捨的哲理

交納天課和資源施捨可以防止財富被少數人壟斷。如果大量的財富

只聚集在少數幾個人的手裡，這樣的結果通常只能引來窮人的咒駡。這

樣可以保護集體生活，讓個體互相成為兄弟姐妹並用愛把他們聯繫在一

起。可以縮短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距離。因此，可以預防即將到來不好的

事情。

天課可以讓社會上不同的人關係融洽，有個例子很引人注意：

有一天，歐麥爾(願主喜悅他)路過一戶人家，他看到門口有一位年

邁的盲人在乞討。於是，他從他後面趕了上來，拍了他的胳膊問道：

“你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老者回答道自己是猶太人。歐麥爾 

(願主喜悅他)又問道：

“你怎麼淪落到如此境地？”盲人猶太人回答道：

“你們向我們徵收人頭稅，我是一個又窮又老的人，所以淪落到如

今的境地。於是，歐麥爾(願主喜悅他)握著他的手，把他帶到自己的家

中。他把家中的一些東西給了老人。隨後，他喊來了管理國庫的官員，

向他下達命令：

“以後你要注意這類的情況！我以安拉的名義發誓，如果我們在他

們年輕的時候利用他們，當他們年邁時而不管他們的話，那麼我們對他

們太沒有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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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之後，歐麥爾(願主喜悅他)取消了他們這類人的人頭稅163。 

作為人，非穆斯林和我們是平等的。誰也不知道最後的呼吸什麼

時候到來，因此，我們要與所有人處好人際關係，我們要對非穆斯林抱

有希望，在他們沒有死亡之前讓他們認識真理。即使我們不可以給他們

天課，但是我們可以給他們施捨。也許，這會成為他們歸信的媒介。對

此，最突出的例子在先知(願主福安之)的生平中可以看到：

在伊曆第七年，海拜爾戰役之後，先知(願主福安之)給正在經受饑

荒的麥加人提供了大量的物資。艾蔔•蘇夫揚接受了這些物資，並把它們

分發給麥加的窮人。當時的他雖然是哥多神教徒，但是他對於先知(願主

福安之)的品德感到欽佩和滿意，他感慨道：

“我的主啊！求你多多的回賜我的兄弟的兒子(指的是先知)吧！因

為，他確實是接濟親戚的！164以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這以及相似的人們，使麥加人的心變得更加柔軟，在收復當中更容

易使他們集體成為穆斯林。

在奧斯曼時期，這種方法同樣成為了讓許多人走向正道的媒介。

另一方面，根據每個人的狀況把徵收的天課發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能夠改善社會群體遭受的不公正現象。因此，社會達到平衡、充滿公正

與和諧。同時富人的財產得到清潔，成為合法的。

自古以來，貧富之間的衝突就從未中斷。窮人們常常以著憎恨和嫉

妒的目光看待富人，富人則認為窮人是卑賤、愚昧的。只有在正當交納

天課的時期才有可能存在例外，在那些時期，人們都秘密的交納天課和

施捨。因為《古蘭經》中說道:“安拉是採納賑款的”(“懺悔章”9：104)，現

代如果人們正真的履行天課這一功修，那麼社會中的窮人和可憐人就會

明顯減少。

163 Ebu	Yusuf,	Kitabul-Harac,	Darus-Salah,	ts,	s.259-260

164 Yakubi,	Tarihul-Yakubi,	Beyrut	1992, II,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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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裡發歐邁爾•本•阿卜杜阿齊茲時期，人們積極交納天課，但

是卻找不到接受天課的人，有一次歐邁爾.本.阿卜杜阿齊茲把管理天課的

官員派往非洲的一些國家，但是管理天課的官員把錢財原封不動帶了回

來，因為找不到接受天課的人165，因此他以這些錢財買了大量的奴隸，並

釋放了他們166，這種情形，是生命和財產為主道花費後的一個獎賞。

因此，伊斯蘭美好的內涵，能夠讓人們因為自然天性中的貧富差距

而造成的傷口，得到治癒，這是其他制度無法完成的，要麼極端，要麼

疏忽，有些制度完全禁止乞討，有些制度則對乞討這一行為放任不管，

伊斯蘭則以天課和施捨的方式非常明智的靠近這一創傷，並為之提供最

適合的方法。

事實上，天課只是伊斯蘭使人獲得的眾多價值之一，在一些時期，

天課是把人類從確實存在的奴隸枷鎖中解放出來的途徑之一。

因為,接受天課的八種人之一就有無力贖身的奴隸。

天課和施捨的秘密之一，是能夠阻礙個人財產非正常增長，天課和

施捨是阻礙個人資產發生癌變的最好的藥方和方法。

同樣，天課又向許多在主道努力奮鬥的人們給予支援，讓他們能夠

做更多的好事。為求取知識的學生提供幫助，以便這種幫助和他們所學

的知識能夠成為崇拜安拉的媒介。

簡而言之，交納天課能夠促進社會安定，我們觀察到，無論是各種

各樣的伊斯蘭社會，還是奧斯曼帝國時期，人民大眾經常處於安定的狀

態，奧斯曼帝國的安定一直持續了620年。不交納天課，社會團結會破

壞，在集體社會當中類似偷盜、愛慕虛榮、炫耀等惡劣行為蔓延，越是

遠離精神，低俗的欲望越是膨脹，最終導致整個社會沒有安寧，這種狀

態下，社會學給我們說的規則，僅僅只停留在文字上。

165 Beyhaki,	Delailu’n-nubuvve,	VI,	493.

166 M.S.Ramazan	el-Buti,	Fikhu’s-s’re,	s.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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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屬於安拉

如果我們擁有這樣一種思想：我們在安拉的國度裡生活，依靠安拉

賜予我們的給養生活。在錢財的功修中疏忽的人們難道沒有想過，他們

的財產由誰保護？！

實際上，財富完全屬於安拉，人類的財產所有權就像階段性的財產

一樣，今世的財富，是安拉給予他們的僕人的一個委託物，依照個人意

願所使用的錢財，是不被認可的，應當依照絕對的財富擁有者安拉的命

令所花費。

因此，人們所施捨的，本質上並不是自己的財產，是安拉的善待及

安拉給予他的僕人的，因此，安拉把天課定為有條件的人必須給需要的

人的一種債務，一項義務，就像在尊貴的古蘭經中所說的：

“他們的財產中有一個定分，是用於施濟乞丐和平民的。”(“天梯

章”70：24-25；“播種者”51：19)

因此，對於想要獲得優美的道德和恩典的每一個僕人，他有義務把

自己今世享受的恩典分享給有需求的人和可憐人167。因為最終目的，是

成為從手中和口中使人獲益的真正穆民，從而獲得安拉的喜悅。

天課和施捨中的吉慶

使社會大眾中遭遇不公正的人們欣慰的天課，事實上，給交納天課

的人帶來了更多的益處。天課具有清除、純潔和吉慶的意思。它清除人

們的一些心靈疾病，和一些不好的東西。錢財被清潔的同時又好像增加

了似的，直到獲得重大的益處168。就這樣，純潔了心靈、淨化了靈魂、

清潔了私欲。這種清潔也是眾先知被派遣的哲理之一。

對於酷愛錢財的人，天課能夠減弱這種貪念，從而確保讓他面向真

正值得愛和依靠的造物主。天課有助於人們從自己的心中驅除遮蔽對安

167 “黃牛章”2：2；“雷霆章”13：22；“光明章”24：33；“鐵章”57：7.

168 “懺悔章”9：103；“賽伯邑”34：39；艾布.達烏德，“天課”，2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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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愛的任何一個東西，使他實踐認主獨一，擺脫吝嗇，感謝安拉給予

的財富，感謝使恩典增多，清高偉大的安拉這樣說道:

“如果你們感謝，我誓必對你們恩上加恩。”(“易卜拉欣章”14：7)

“為主道而施捨財產的人，譬如(一個農夫，播下)一粒穀種，發出

七穗，每穗結一百顆谷粒，安拉加倍的報酬他所意欲的人，安拉是寬大

的，是全知的。”(“黃牛章”2：261)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在解釋天課與施捨的好處，以及其所包含

的精神吉慶時，這樣說道:

“安拉憑藉一口食物、一把椰棗以及使窮人獲益的任何一件事情使

以下三種人進入天堂：

1房子的主人和命令施捨的人。

2)準備施捨的家庭婦女。

3把施捨給予窮人的服務者。”

說完這些話之後，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又補充道：“安拉沒有

忘記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一切讚頌歸於安拉。”(Heysemi,III：112)

另一方面，施捨能夠消除今世和後世的許多災難。關於這些安拉的

使者(願主福安之)這樣說道：

“施捨將消滅罪惡，就像水滅火一般。”(《提爾米茲聖訓集》，信仰

篇，8/2616；伊本·馬哲，Fitan，12)

“施捨將化解主怒，防止橫死。”(《提爾米茲聖訓集》，天課，28/664)

“穆斯林的施捨能夠延長壽限(使他的壽命有吉慶)防止橫死，安拉

以此消除他的自大，貧窮和自我誇獎。”(Heysemi，III，110)

“趕緊交納天課吧，施捨可以預防災難。”(Heysemi，III，110)

“人們在審判日被判決之前，都在自己施捨的影子下乘涼”

向我們傳述這最後一個聖訓的傳述人之一艾布.海日(願主喜悅

之)每天都會施捨，哪怕是一塊麵包，一個洋蔥或者相似的東西...

(Ahmed,IV,147-8; Heysemi,III,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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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傳達的消息，一群人經過爾薩(願主

福安之)身邊，他們離開後，爾薩(願主福安之)對他身邊的人說：

“如果安拉意欲，這群人中有一個人會在今天死去。”

下午，那群人背著成捆的木材再次來到爾薩(願主福安之)的身邊，

爾薩(願主福安之)說：

“把你們的木柴放在地上。”然後對那天將要死去的那個人說：

“解開你的木柴。”那個人解開他的木柴，從裡面爬出來一條黑色

的蛇。

爾薩(願主福安之)問：“你今天做了什麼好事嗎？”

那個人說：“今天我沒有做任何好事。”爾薩(願主福安之)說： 

“你好好想想你做了什麼。”

這時候那個人說：“我什麼也沒有做，只是當我手裡只有一塊麵包

時，一個窮人來到我這裡想要一些東西，然後我把這個麵包的一部分給

了他。”

對於這個回答爾薩(願主福安之)說：

“就因為如此，災難從你身上消失了。”(Heysemi, III, 109-110;	Ahmed,	 Zuhd,	

I, 96)

魯米這樣解釋把財產花費在安拉的道路上的吉慶是多麼的美好：

“施舍不會使錢財減少絲毫，相反做好事可以防止錢財消失和浪

費，交納天課，保護財產，禮拜可以保護你免遭災難。

播種時，倉庫裡的種子減少了，但是到收穫的季節，他所播種的種

子將會成倍增長。空了一個糧倉，將能收穫許多滿倉，然而，如果把糧

食一直儲存著，放著不用，只會變成蟲子和老鼠的食物。”

天課和施捨的禮節

出散天課和施捨時，遵守禮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給予的人應當

感謝接受者，因為他們使他完成主命，獲得許多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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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散天課或施捨時，最起碼要把財產中中等的部分給別人，自己不

想要的不要給別人169。

同樣，總是提及自己所做的好事或者以使他人傷心的形式的施捨，

會使自己的善功無效。安拉是堅決禁止這種醜陋的行為的170。

施捨給窮人的東西因後悔而收回是不對的。這種行為是十分可恥

的171。

我們要強調在天課，施捨和慈善上的重大問題，即我們要注重保

護隱私，因為公開的施捨會傷害接受者的尊嚴並會弱化他們的羞恥感，

讓他們習慣接受，習慣不勞而獲。同時這樣也容易使施捨者變得驕傲自

大，極度自戀。

我們應當真誠的施捨，應僅為獲得安拉的喜悅而施捨。若為炫耀或

世俗的目的，那麼施捨則毫無價值，我們不能從中獲得絲毫益處172。

忽視天課的危險

不繳納天課的個人和社會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上都有著極大的危

險。清高的安拉就此警告人們說：

“你們當為主道而施捨，你們不要自投於滅亡。你們應當行善；安

拉的確喜愛行善的人。”(“黃牛章”2：195)

施捨比接受更高貴

伊斯蘭並不禁止一個有需求的人向擁有的人索取事物，但從道德的

角度來看，我們並不贊同人們這樣做，除非是對於有基本需求的人。因

169 “黃牛章”2：267；艾布.達烏德，“天課”，5/1582.

170 “黃牛章”2：262-264；“人章”76：8-11.

171 《穆斯林聖訓集》，贈送，5

172 “黃牛章”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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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習慣索取會讓人們懶惰。為此，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在讓眾聖門

弟子向其效忠時讓他們發誓“不向他人索取事物”173。

我們要為成為能夠出散天課的人而努力。因為安拉的使者(願主福

安之)說：

“上手(施捨者)強於下手(接受者)。應該首先關顧自己有責任撫養

的人。最貴的施捨是盈餘時的施捨。清廉自足者，安拉使他自足安分。

誰向安拉乞求富裕，安拉會讓誰富裕。”(《布哈裡聖訓集》，天課，18；《穆斯林聖

訓集》，天課，94-97，106，124)

同時，清高的安拉強調，出散天課，施捨和賑濟的人是更高貴的，

他們擁有一顆謹慎的心。他們的內心變得寬廣和純潔。(清高的安拉)指

出：“(施捨)應歸那些貧民，他們獻身於主道，不能到遠方去謀生，不

明他們的真相的人，以為他們是富足的，因為他們不肯向人乞討。你從

他們的儀錶可以認識他們，他們不會呶呶不休地向人乞討。你們所施捨

的任何美物，確是安拉所知道的。”(“黃牛章”2：273)

高利貸的危害

伊斯蘭通過天課和賑濟等規定來解決人們的困境，不求任何回報的

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這從根本上治癒了人們的傷口。同時伊斯蘭禁止

高利貸，因為從表面上看高利貸像是為人們提供幫助和便利，但實際上

它非但不能解決人們的困境反而使人們陷入更加嚴峻的災難中。

因為放貸者利用他人的貧困獲益，出散天課的人則為貧困中的人分

擔憂愁。他們唯一的願望是獲得安拉的喜悅。為此他們經常為安拉的僕

人解決煩惱而努力。

貪婪的，不知滿足的一個人，無論他擁有如何豐富的財產和地位，

在他眼中永遠是不夠的。但習慣施捨和出散天課的人，他們的內心是富

173 《穆斯林聖訓集》，天課，108；《艾布·達伍德聖訓集》，天課，27/1643；《艾哈邁德聖訓

集》，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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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現世中僅僅一點東西都能讓他們感到滿足。放貸者的眼睛被貪婪

所蒙蔽。他們以摧毀別人為代價來增加自己的財產，但他們的結局終是

破產和虧折的。因為清高的安拉說：

“安拉褫奪利息，增加賑物……”(“黃牛章”2：276)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警告眾人說：

“誰以放貸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財產，他的結局定是財富減少直至

破產。”(İbn-i	Mace,Ticarat,58; Hakim, IV, 353/7892;	Beyhaki,	Şuab,	 IV,	392/5512;	Taberani,	Kebir,	X,	

223/10539)

另外,放貸是拿取一方的錢貸給另外一方，以吸取別人的鮮血為代價

強壯自身。損害社會財產和基礎，造成通貨膨脹。富裕的人更富，貧窮的

人更窮。人們在經濟，社會，宗教和道德等各方面都陷入無盡沼澤。

與此相反，施捨和捐贈是幫助社會中窮人和困境之人的重要措施。

保障社會和諧和秩序的持續是讓人們在今後兩世得到富足的一個基礎。

總之，在如今這個團結友愛變弱，社會安寧丟失，仇恨增加的時

代，動員賑濟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原可能也是貧窮和困難的，(但我們並

非這樣)，為此我們賑濟他們是對我們的主償還感謝的債務。

(五) 朝覲

朝覲，指的是在財產和健康方面有能力的穆斯林所履行的，一生一

次的在特定的時間內拜訪麥加的一個主命功修。清高的安拉說：

“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為安拉而朝覲天房的義務。”(“儀姆

蘭的家屬章”3：97)

朝覲在以前的先知時期就存在，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以物配主者歪

曲了這項功修。他們使其變成了富人為向窮人展現自己的強大而進行的

一種違背道德的普通官方儀式。伊斯蘭的來臨讓朝覲重新回歸了原本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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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覲這個功修在今後兩世都擁有著豐富的奧秘。

朝覲在一個吉慶和宏偉的氣氛中進行，是安拉無限仁慈的體現。麥

加由此還獲得了一個可敬的名字“仁慈的母親”，即安拉的仁慈大量下

降的地方……174

履行朝覲的地方是一個吉慶之地，擁有著一個崇高的社會精神氛

圍。這個地方充滿著神聖的跡象。在那裡能夠時常想起安拉的仁慈和吉

慶。這塊吉慶的土壤從阿丹先知(願主福安之)開始直到現在一直被信仰

的心和崇高的精神施肥，被充滿愛的淚水澆灌。帶著清醒的頭腦去朝

覲，在那裡尋找這些(信仰，崇高的精神和愛)和眾多先知的足跡。從他

們的故事中吸取教訓。因為這個與眾不同的，充滿精神能量的神聖之地

擁有著眾先知及其親屬的寶貴記憶。

朝覲的目標之一是尊敬這個吉慶的地方並用這個神聖之地的記憶點

綴自己的心。

朝覲(要求我們)，

從易蔔拉欣(願主福安之)和伊斯瑪依(願主福安之)對安拉的信任和

順從中吸取教訓；

用石頭砸碎自己內心低俗的私欲和外界的惡魔；

拋棄等級觀念進入向安拉祈求援助的氛圍中；

想像後世的可怕景象從而感到畏懼；

在穆斯林之間，把遠方來訪者和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建立一個教胞

關係；

脫離肉體，深入靈魂世界，從私欲的龍捲風中得救。

麥加的神聖：讓人們忘記國籍，膚色，著裝打扮的不同，在伊斯

蘭的框架下使所有穆斯林成為一個民族。這確是實現了的。在那裡，首

長，公務員，流浪漢，富翁，窮人，文盲，學者，國王，臣民都是平等

174 《布哈裡聖訓集》，《古蘭經》注釋章，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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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著裝一樣的服飾，站在一樣的地方，排成一樣的佇列。它是吉

慶的城鎮，遍佈著信任，安寧和愛。它是眾先知的家鄉，充滿了仁慈和 

正能量。今天，伊斯蘭雖然存在著病痛，但在這個吉慶的地方人們履行

正朝和副朝時所展現的團結和友愛達到了頂峰。這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

的場面啊！

懂得寬恕和原諒的穆斯林，他們對於信仰的熱愛和激情在內心交融。

朝覲是一個充滿愛的功修。

朝覲的本質是在行為舉止上使自己遠離(世俗的)每件事物，只為安

拉而獻身。這是一種通往後世的旅行。在今世中實施的一個為死亡及其

死亡之後的生活做準備的事情。

朝覲(要求我們)上下各裹著一塊白布(戒衣)，光頭赤腳，拋棄現世

中的等級觀念，以一種從墳墓中站起來到審判場(的狀態)，從內心中向

安拉祈求恕饒，對安拉完全的順從。朝覲這項功修可使我們清除罪惡，

但是要求我們必須在足夠的祈求，順從和托靠之後才能夠實現。

朝覲使人們的心靈生活得到提升。因為這是一個溫柔的功修，充分

體現出眾多的同情，仁慈和愛。在朝覲中，禁止打獵，禁止傷害安拉的

被造物，即使是折斷一根綠枝也不可以。在那裡為了創造者而用愛和溫

柔對待他的被造物。正如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一天對歐邁爾(願主喜

悅之)說：

“啊，歐邁爾！你是一個強壯而有力量的人。你摸黑石時不要擁

擠別人。你不要讓別人不舒服，也不要讓自己不舒服。在你一個人的

時候，你可以親吻黑石，若是相反，你就象徵性的摸向黑石，送去飛

吻，並念著‘清真言’和‘安拉至大’走過。”(《艾哈邁德聖訓集》，I,28; 

Heysemi,III,241)

朝覲是一個在明確的時間和地點完成，為此穆斯林有一個時間和地

點的概念，並擁有實現現世裡的每件事物中特定的秩序的意識。我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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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在生活中失去某些重要的機會和時間會使我們遭受重大的損失。為此

我們應該學會時常保持警醒並按時完成每一件事。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的辭朝和辭朝演說是直到世界末日為止去

朝覲之人的優秀榜樣。在辭朝中的同一時間從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

開始的一個愛被傳遞。人們之間的關係被愛和仁慈所加強。

（六）其它功修

在伊斯蘭中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功修外還存在著其他的功修。副

功修，紀念，讚頌，祈禱，誦讀古蘭……這類功修沒有一個明顯的被命

令的界限。因此建議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大小去實踐。每個人根據自

己的忠誠和誠懇的程度使這些功修達到一定的境界。

清高的安拉創造精靈和人類只為崇拜他。為此我們必須用大大小小

的功修去裝點自己生活的每一個階段。

另一方面，清高的安拉經常為他的僕人提供便利，這使崇拜對他的

僕人更加容易。任何水準的人都能夠很容易的進入安拉為其打開的眾多

做善事的門。頭腦健全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容易地完成安拉的要求從而獲

得他的喜悅。

正如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遇到教胞面帶微笑是你的施捨，命人行善止人作惡是你的施捨，

迷向之地給人指路是你的施捨，幫助盲人是你的施捨，排除路上障礙是

你的施捨，桶裡水倒給弟兄是你的施捨。”(《提爾米茲聖訓集》，一，25孝敬父母

和接續骨肉章，善行舉意節36/1956)

“任何善行，你們都不要輕視。無錢施捨，就讓他用笑臉迎接自己

的弟兄，(因為這也屬於施捨)。如果你買肉為了煮熟它就多添些水，並

將肉湯分給鄰居。”(《提爾米茲聖訓集》，23食品章，多添肉湯節3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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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虔誠的穆民在安拉的道路上走一小步卻能達到很遠的距離，這

是安拉給予的一個巨大的獎勵。正如《古蘭經》中說：

“行一件善事的人，將得十倍的報酬；作一件惡事的人，只受同樣

的懲罰；他們都不受虧枉。”(“牲畜”6：160)

在一節聖潔的聖訓中清高的安拉昭示：

“我的僕人接近我一寸，我就接近他一尺；他接近我一尺，我就接

近他一丈；他接近我一丈，我就更快地接近她。”(《布哈裡聖訓集》，認主獨一

章，50；《穆斯林聖訓集》，齊克爾，杜啊，討白和伊斯提俄法勒章，1-3，20-22，懺悔章，1)

根據人們的舉意和虔誠，日常事情也可以成為功修。例如，完成主

命的一個穆斯林，如果思考著通過合法的收入來養活家人，並為了接受伊

斯蘭的教育而努力工作。這樣他既能獲得錢財又能得到功修的回賜。一個

人吃飯是為了保護健康從而能夠去做功修，這樣的舉意也能獲得報酬。

總之，誰更注重伊斯蘭中的主命和副功，誰便能達到一個更高的境

界。而且這種奮鬥和努力在今後兩世都能獲得報酬。因此，尊貴的聖門

弟子們在功修和行善方面互相競爭。據艾布·胡萊一萊傳述:

從麥加遷徙到麥迪那的一個貧窮的穆斯林來到穆聖(願主福安之)跟

前說：

“有錢的人們獲得了天堂中更高的品級和永恆的恩惠。”

尊貴的先知(願主福安之)問：

“怎麼回事？他們做了什麼？”

貧窮的遷士說：

“他們禮的拜和我們禮的拜一樣，他們封的齋也跟我們封的齋一

樣。另外他們可以施捨，但我們不能。他們可以釋放奴隸，但我們不

能。”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好嗎？如果去遵循它，你們會趕上那些超越



  179  

  功修

你們的有錢人，你們以後的任何人不會超越你們，你們會成為當代最優

越的人，除了做類似事情的人以外。”

尊貴的聖門弟子說：

“好的，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你說吧。”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你們每一番主命拜後念‘贊主清淨’、‘感贊安拉’、‘安拉至

大’各三十三遍。”

幾天之後這個貧窮的遷士再次來到穆聖(願主福安之)跟前說：

“我們的富人朋友聽說了我們的對話後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我們怎麼辦呢？這已經是安拉的一個仁慈，是安拉給予我們的一

個仁慈。”(《布哈裡聖訓集》，宣禮章，155；Deavat18;《穆斯林聖訓集》，Mesacid142,《艾

布·達伍德聖訓集》，昏禮章24)

總之，伊斯蘭所帶來的每一個功修都蘊含著許多哲理和益處。我們

在這裡無法全面地解說它們。它們中的一部分隨著時間而被發現，但更

多的則在後世被講解。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只為謀求現世的利益而做功修是不對的。因為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

“一切行為全憑舉意，每個人都能獲得他所舉意的……”(《穆斯林聖

訓集》，imaret,155)

一個穆斯林所做的全部功修只為獲得安拉的喜悅。它在同時所帶來

的其他益處只是安拉送給他的僕人們的一個禮物。為此我們必須另外感

謝安拉。175

我們不能忘記憑藉舉意做的事情更高貴。霍拉桑的國王和勇士阿米

175 İbadetlerin	fazilerleri	hususunda	tafsılat	için	bkz.Osman	Nuri	Topbaş,İslam	İman	İbadet,s.192-418(http://

islamicpublishing.net/;http://www.hudayipress.com/books_en/islamimanibadet_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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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本.萊斯在這方面是一個優秀的榜樣。在他死後一個虔誠的人夢到了

他。於是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安拉怎麼對待你的？”

“安拉寬恕了我。”

“安拉為何寬恕了你？”

“有一天我站在一座山峰之上，從高處看向我的士兵。他們壯觀的

數量讓我愉悅並使我我激動地說：‘如果我生活在穆聖(願主福安之)的

時代就好了。那樣我便能幫助他，成為他的後盾……’就是這個舉意和

想法使安拉寬恕了我。”(Kadı	 Iyaz,	 Şifa,II,28-29)



第四章

人際關係與道德

伊斯蘭並不只有信仰和功修。除了信仰和功修，伊斯蘭還涉

及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是一套極其精細的標準體系，其細緻

入微的程度，從遵守規則、道德、公正(正義)、法律等方面做出

的精細要求中可見一斑。伊斯蘭是創造了人類，因此比人更瞭解

自己的造物主為了指引人類在今世的生活而給人類降下的真實的

宗教。

我們的先知要求教生們經常思考這樣的問題：

“今世是什麼？我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短暫的一天都

去了哪裡？我們該怎樣活著，怎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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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並不只有信仰和功修。除了信仰和功修，伊斯蘭還涉及到了

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是一套極其精細的標準體系，其細緻入微的程度，

從遵守規則、道德、公正(正義)、法律等方面做出的精細要求中可見一

斑。伊斯蘭是創造了人類，因此比人更瞭解自己的造物主為了指引人類

在今世的生活而給人類降下的真實的宗教。

我們的先知要求教生們經常思考這樣的問題：

“今世是什麼？我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短暫的一天都去了哪

裡？我們該怎樣活著，怎樣死亡？……”

除了信仰和功修，伊斯蘭還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伊斯蘭是創造了

人類的造物主為了指引人類如何在今世生活而給人類降臨的最細緻入微

和最為真實的宗教，因此，處理和建立人際關係的規則也是伊斯蘭最為

重要的內容之一。

處理人際關係的規則：這一概念屬於法律的範疇，不屬於教法中的

功修的內容。我們可以把這一概念概括成“管理人與其他個人和社團之

間的關係的教法原則。”(下麵簡稱“規則”)

從一個人的個人的日常生活到家庭生活，從親友、鄰裡關係到經

濟、貿易活動，從教育、指導服務到保證社會的安寧與安定的制度，在

任何一個方面，伊斯蘭不但全方位地闡明瞭人的義務、責任和權利，還

就人的義務、責任和權利在被履行和享受時，遭到破壞和危害而制定了

相應的懲罰律法。

這也就是說，就像穆民的個人生活一定要符合伊斯蘭的要求一樣，

其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的處理也必須遵從安拉的命令，也就是，在生活

的各個方面，伊斯蘭佔據的都是主導地位。做不到這些的人不能成為好

穆民中的一員。就像先知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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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命令欺壓下層老百姓和階層的人不能進入樂園。”(提爾米茲聖訓

集，Birr 29/1946；伊本·馬哲，禮節，10；艾哈麥德，I，7)

第二任哈裡發歐麥爾說過這樣的話： 

“(要想瞭解一個人)，不要看他做的禮拜和封的齋，而是要看他：

- 說話是否誠實正直

- 是否妥善保管受託之物

- 忙於今世事物之時是否小心謹慎地對待合法與非法事物。” 

(Beyhakî,	es-Sünenü’l-Kübrâ,VI,	288；Şuab, IV, 230，326)

有一個人對歐麥爾身邊的一個人大加讚揚，歐麥爾問這個人：

“你跟他一起旅行過嗎？”

這人回答說：“沒有。”

歐麥爾又問：“你跟他做過生意嗎？”

這人又回答說：“沒有。”

“那你們倆是朝夕相處過的鄰居嗎？”

當這個人第三次回答說“沒有”時，歐麥爾說道：

“指獨一無二的安拉起誓，你並不瞭解這個人176。”

我們的教法書詳細地解釋了與人際關係有關的行為準則。這些準則

規範今世生活，讓所有人——不管是否是穆斯林——都能夠遠離壓迫，

其權益都能夠得到保護。

為了讓人能夠遵守這些行為準則，在今生和後世，安拉都給出了

違反這些準則的相應的懲罰，並且也把這些懲罰對我們進行了細緻的說

明。用心靈去感悟的穆民，他們做的事情不只為今世，為了那個永恆的

後世，他們更是為獲得安拉的喜悅而敬畏地生活。

176 安薩裡，《神學復蘇精義》Gazâlî， İhyâu	Ulûmi’d-Dîn， III，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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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伊斯蘭注重道德。道德，讓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更純粹和深入，更

趨於完美。

伊斯蘭的目標是讓人變得高貴和高尚，這一目標是否能夠達成與人

的道德品質和心靈的純潔程度有關，因此，在信仰和行為之外，伊斯蘭

最強調的就是道德。

真實、誠懇、坦率，這樣的態度能夠體現出信仰和功修所達到的層

次，在人際關係上，人與人之間的愛、慷慨、尊重、公正、熱情則能夠

體現出一個人的道德的優劣。

好的道德，能夠讓信仰更加成熟，讓生活更加完美，讓信士更加靠

近安拉，因此，把人與安拉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完全隔離開來是不可

能的。擁有優美道德的人，在品質上接近安拉的美好屬性，同時也是靠

近安拉的標誌。

安拉的使者說：

“就像安拉給你們配給了食物一樣，他也給你們配給了道德。對

他喜愛的或不喜愛的(人)，他都給了今世，但他把信仰只給了他喜愛

的(人)。所以，如果安拉讓誰擁有了正信，那就是他喜愛他。”(艾哈麥

德，I，387)

這則聖訓告訴我們，信仰和道德是緊密相聯的，甚至可以說是共生

的。

安拉的使者還說過這樣的話：

“吉卜利裡天使向我傳達了安拉說的這句話：‘這個信仰，是我揀

選的正確的信仰，是我所喜愛的。慷慨和優美的道德適合它。作為穆斯

林生活的你們，可以用這兩個美德完美這一信仰。’”(海伊薩米，VIII，20； 

Ali	 el-Müttakî，Kenz，VI，392)

讓人成為人的最根本的東西是道德。大師薩迪說得好：

“不是每一個擁有眼睛、耳朵、嘴巴的人都是人，因為魔鬼也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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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模樣出現。真正的人是擁有優美道德的人。漂亮的臉孔不過是一個

裝飾物，就像在這個世界裡出現的那些不能永久留存的美麗圖案。”

關於那些缺乏禮節和道德的人的可悲狀況，大師魯米說：

“位居高位卻沒有道德和知識的人，他們做的壞事一百頭獅子加在

一起都做不了。”(《瑪斯納維》，第四卷，1441行詩)

“悲傷、痛苦、煩惱的來源是什麼？是膽大妄為、無禮和傲慢。在

路上對朋友無禮和妄為的人，也一樣會破壞別人的旅程。這樣的人不是

勇敢，而是粗鄙。

因為禮節，天空淹沒在了光亮中；天使也因為(擁有)禮節而變得純

潔、清淨。”(《瑪斯納維》，第一卷，89-91行詩)

所以，穆斯林非常看重禮節和道德。奧斯曼時期，來土耳其旅行的

英國旅行家布斯貝克(Busbecq)說，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遵從的是先知們

的和平路線，他們很厭惡爭吵和謾駡。177

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伊斯蘭都提倡優美的道德。我們在下面就道德

的幾個方面進行一下表述： 

（一）謙虛

謙虛，首先是對自己有自知之明，不妄自尊大，有時甚至為了不讓

私欲有機會抬頭而有意小看自己，與此同時，努力生活，不懶惰。

為了幫助人做到真正的謙虛，安拉首先讓人在自己面前謙恭有禮。

哪怕對安拉的大能和威嚴只有一點點的瞭解，人也會明白自己有多麼渺

小和無能，也會思考自己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以穆斯林的身份來到這個

世界上，也會知道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機會和才能都只屬於安拉。在任何

情況下，他們都會說“可是，主啊……”，在安拉那裡尋求庇護。他們

知道，創造了一切的安拉全知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聽到自己說過的每一

177 Esther	Kafé，	“Rönesans	Dönemi”， Tarih İncelemeleri Dergisi， c. II，	İzmir	1984， 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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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看到了自己做過的每一件事。他們知道，自己是在一部從不間斷

的攝影機前生活的。他們每時每刻都好像在看到安拉那樣生活著。錯誤

被從他們那裡隔離開了，每一分鐘，他們都在不斷地靠近那種被善行裝

點了的無瑕倫比的生活。

謙虛的人看重安拉的僕人，他們愛他們，用充滿愛意的眼光看他

們，原諒他們的錯誤，肯定他們的價值。妄自尊大的人是做不到這些的。

安拉說：

“你當謙和地對待追隨你的信士們。”(眾詩人章26：215)

“至仁主的僕人是在大地上謙遜而行的；當愚人以惡言傷害他們的

時候，他們說：‘祝你們平安。’”(準則章25：63)

安拉的使者說：

“安拉命令我說：‘(你)應該這樣謙和，誰也不要對誰驕傲，誰也

不要壓迫誰。’”(穆斯林聖訓集，樂園，64)

“誰為了獲得安拉的喜悅而做到了某個程度的謙虛，安拉會因此把

他提升到那個程度的高度。誰對安拉做出了某個程度的傲慢，安拉也會

因此讓他得到那個程度的卑賤。這樣持續發展下去的話，結果就是卑賤

者越發卑賤。”(伊本·馬哲，“淡泊塵世”，16)

安拉的使者把做安拉的僕人看得最為重要。有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一天，安拉的使者正在跟大天使吉卜利裡說話，這時候，一位天使

降臨了。吉蔔利裡說這是這位天使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位天使說：

“穆罕默德啊，是安拉把我派到你這裡來的。安拉問你你是想成為

一位君王式的先知，還是想成為一位僕人式的先知？”

先知看著吉蔔利裡。吉蔔利裡說道：

“哎，安拉的使者啊，對安拉謙虛吧！”

我們的先知在這裡為我們豎立了一個了不起的榜樣，他說道：

“我想成為僕人式的先知。”(艾哈麥德，II，231；海伊薩米，IX，18，20)



真實的伊斯蘭  

  188  

自此以後直到歸真，我們的先知就沒有倚靠著東西吃過飯。(海伊薩

米，IX，20) 

對讚美自己的人，先知警告他們說：

“你們不要過份地吹捧我，因為安拉在讓我成為先知之前是首先讓

我成為僕人的。”(海伊薩米，IX，21)

就算是奴隸請他吃大麥餅，他也會接受邀請178 。而且，先知從不忽

略向小孩子道賽拉姆。(布哈裡，İsti’zân，15) 

根據艾耐斯的傳述，先知常去看望輔士。當他來到他們的家裡時，

他總是要特別地向孩子們道一聲賽拉姆，輕撫他們的頭，為他們祈禱。 

(奈薩伊，es-Sünenü’l-kübrâ，VI，90)

艾耐斯還傳述過這樣一則聖訓：

“我呆在安拉的使者身邊服侍他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指主發誓，

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儘管我是專門來服侍他的，但他為

我做出的服務比我為他做出的服務更多。在我服侍他的這些年裡，他從

來沒有(責備地)對我說過‘哎呀！’。對我做過的事情，他從未說過‘

你為什麼這麼做？’，對我沒有做的事情，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你為什

麼不這麼做？’

在一次出行途中，先知讓聖門弟子們宰羊做飯。一位聖門弟子說：

‘安拉的使者啊，讓我來宰羊吧！’ 

另一位聖門弟子說：

‘安拉的使者啊，讓我來剝皮吧！’

又一位聖門弟子說：

‘安拉的使者啊，讓我來做飯吧！’

我們的先知則說道：

‘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來拾柴火吧！’

178 海伊薩米，	Mecmau’z-zevâid， IX，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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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門弟子們說： 

‘安拉的使者啊，還是讓我們來幹這個活兒吧，您不必辛苦！’

先知說道：

‘我知道你們能幹我的工作，但我不喜歡你們覺得我有特權，因為

安拉不喜歡他的僕人在自己的朋友面前享有特權。’說完，先知站起身

來，撿木柴去了。

還有一次也是在出行途中，因為要做禮拜，先知讓隊伍停了下來。先

知先是徑直來到準備做禮拜的地方，然後又返回去了。聖門弟子們問道：

‘安拉的使者啊，您去哪裡？’

先知回答說：

‘我去栓我的駱駝。’

聖門弟子們說道：

‘我們來栓吧，您別為這事兒操心了。’

先知回答道：

‘(有能力的)人，即使是做木牙刷那樣的小事，也別要別人幫

忙！’”179

緊緊追隨先知的聖門弟子們也具有這樣美好的道德。例如第二任哈

裡發歐麥爾，在朝覲的途中，他就為身邊的人服務——別人睡覺時，他

為他們放牧駱駝。

穆紮黑德·本·賈比爾是再傳聖門弟子。他說過這樣一件事：“我

來到伊本·歐麥爾的身邊，本來是想為他服務的，但反過來，他卻服務

了我。”(Ebû Nuaym，Hilye，III，285-286)

穆阿茲·本·賈拜勒被任命為也門的總督時，安拉的使者和一些遷

179 Muhibbuddin	 et-Taberî， Hulâsatü siyeri Seyyidi’l-beşer， s. 19；	 Kastallânî， el-Mevâhibü’l-

Ledünniyye，	Mısır	1281， I，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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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輔士一起出來為他送行。穆阿茲騎到坐騎上之後，安拉的使者一直

走在他身邊。穆阿茲發窘地說道：

“安拉的使者啊，我騎著坐騎，您卻在步行！不能讓我下來跟您和

其他聖門弟子們一起步行嗎？”

安拉的使者安慰他道：

“穆阿茲啊，我希望我在這裡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安拉的大道上邁

出的步伐。”(Diyârbekrî，Târîhu’l-Hamîs，Beyrut	 ts.，II，142)

就是這樣，我們的先知就是這樣一座謙虛的豐碑。他的憂愁不是

因為自己，而是與所有人有關。把他弄得疲憊不堪的憂慮是讓人走上正

道，是讓人獲得今世和後世的幸福。

安拉的使者不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還幫助家人。下麵這則聖訓

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在家裡，安拉的使者洗衣服、擠羊奶、織補衣服的破洞、修鞋子、

打掃房間、拴駱駝、給駱駝餵食。他自己和麵，和僕人們一起吃飯。買完

東西後他自己拿。一次，艾卜·胡萊勒想幫他拿他買的衣服。先知說道：

“自己的東西自己拿是更好的。如果沒有能力自己拿，那就讓他的

穆斯林兄弟來幫助他。”他沒有把衣服給胡萊勒。(海伊薩米，V，122)

光復麥加是先知一生中最偉大的勝利。這一天，一萬人的大軍進入

了麥加城裡，雖然聲勢如此浩大，但先知所展示出來的卻是了不起的謙

虛。對當時的情景，聖門弟子們是這樣描述的：

“光復麥加那天，安拉的使者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儘管這是一個了

不起的勝利時刻，但先知坐在自己的坐騎上，彎著腰，低垂著頭，鬍鬚尖

兒都碰到駝鞍上了，好像在叩頭一樣。同時，他還不斷地向安拉祈禱：

‘我的主啊，真實的生活是後世的生活！’(瓦克迪， II，824； 布哈裡，

慈愛章，1)”

聖妻阿依莎也是謙虛的楷模： 

阿卜杜拉·本·艾比·穆萊伊凱的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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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歸真之時，伊本·阿巴斯請求看望她。阿依莎對身邊的人

說：

“我怕他讚揚我。”沒有答應伊本·阿巴斯的請求。

身邊的人告訴她說：

“想要進來的人是安拉的使者的叔叔的兒子，也是穆民中有身份的

人。”

“那就進來吧！”阿依莎說道。

伊本·阿巴斯問阿依莎：

“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我是敬畏的，那我的情況就是好的，我很好。”阿依莎回答

道。

伊本·阿巴斯說道：

“安拉意欲，你會好起來。你是安拉的使者的妻子，除你之外，

安拉的使者沒有跟其他處女結過婚。在你遭受誹謗之時，安拉為你洗

冤。”

伊本·阿巴斯出去之後，阿卜杜拉·本·祖拜伊爾進來了。阿依莎

對侄子阿卜杜拉說：

“之前伊本·阿巴斯來了，說了些讚美的話。那個時候我多麼希望

自己是消失的，是被忘記的啊！”(布哈裡，Tefsîr，24/8)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任何情況下，從阿依莎的話語裡我們都可以體

會到她的優美的道德、虔誠和對安拉的敬畏。

再舉一個例子，讓我們來結束這個話題吧：

有一天，先知深愛的外孫哈桑環繞卡巴時，來到了伊蔔拉欣的立足

地。在那裡，他禮了兩拜，然後把臉貼在地上，哭了起來，不停地說道：

“主啊，你的渺小的僕人來到你的門前了；安拉啊，你的弱小的僕

人來到你的門前了，安拉啊，你的乞討者來到你的門前了，主啊，你的

一無所有的窮人來到你的門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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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那裡之後，他遇到了幾個貧窮的人，他們正在分吃一些已經變

幹了的餅。哈桑向他們道了賽拉姆。這些人邀請哈桑一起吃餅，哈桑在

他們中間坐了下來，說道：

“要不是因為我知道這些餅是施捨物，我會跟你們一起吃的。來

吧，跟我到我的家裡去吧！”

這些人起身跟哈桑一起來到了他的家裡，哈桑給了他們食物、衣服

和錢。(Ebşîhî，el-Müstatraf，Beyrut	 1986，I，31)

（二）利他主義（為他人著想）和慷慨

伊斯蘭沒有自我主義，也就是說沒有利已主義。自私自利在伊斯蘭

是被嚴格禁止的。在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我們應該做到的最起碼

的事是像為自己考慮那樣去為別人考慮。我們為自己希望什麼，應該為別

人也希望什麼。我們應該關心生病的人、弱小的人、貧窮人、無依無靠的

人，因為我們都是安拉的僕人。偉大的安拉希望我們能夠互相幫助：

“在死亡降臨之前，你們當分舍我賜予你們的，否則，將來人人

說：‘我的主啊！你為何不讓我延遲到一個臨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

捨，而成為善人呢？’但壽限一到，安拉絕不讓任何人延遲，安拉是徹

知你們的行為的。”(“偽信者章”63：10－11)

“信道的人們啊！沒有買賣，沒有友誼，不許說情的日子降臨之

前，你們當分舍你們的財產。不信道的人，確是不義的。”(“黃牛章”2：254)

“……你們所施捨的東西，他將補償它；他是最優的供給者。” 

(“賽伯邑章”34：39)

關於利他主義，安拉的使者這樣建議過：

“穆斯林皆為兄弟，不許虐待，不許拋棄。誰幫助解決了穆斯林弟

兄的需求，安拉便解決他的需求。誰排除了穆斯林弟兄的一個憂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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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便為他解除末日裡的一個憂慮。誰掩蓋穆斯林的錯誤，復生日，安拉

將掩蓋他的錯誤。”(布哈裡，Mezâlim，3； 穆斯林，Birr，58)

只想自己，對別人漠不關心，這種行為對穆斯林來說是很不好的行

為。安拉的使者說過這樣的話：

“鄰居餓著肚子，自己卻吃飽了躺著睡覺的人不屬於我們。”

(Hâkim，II，15；海伊薩米，VIII，167；布哈裡，el-Edebü’l-müfred，no: 112)

穆斯林們把安拉的使者的這個警告牢牢地記在了心裡。伊本·歐麥

爾說：

“有七戶人家，都很窮。有一個人給了其中一家人一隻煮熟了的羊

頭，這戶人家想，他的鄰居也許更餓，於是便把羊頭送了過去；但是第

二戶人家也想著自己的鄰居，又把羊頭送給了第三戶人家，結果，每戶

人家都想著自己的鄰居，這只羊頭轉了一圈後最後又回到了第一戶人家

的手裡。”(Hâkim，II，526)

穆斯林更看重給安拉的僕人提供物質上的幫助，而不是滿足自己的

私欲。下面這則聖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天，安拉的使者家裡宰了一隻羊。(他們把這只羊分給了其他

人。)過了一會兒，安拉的使者問道：

“剩下什麼了？”

阿依莎回答說：

“只剩下一塊羊肩了。”

安拉的使者說道：

“除了這塊羊肩，其他的肉都到達了安拉那裡。”(提爾米茲，“複生日”， 

33/2470)

安拉的使者對阿依莎說：

“阿依莎啊，即使是施捨半枚棗，也不要讓窮人空著手離開。阿依

莎啊，愛窮人，讓他們靠近你，這樣的話，末日的時候，安拉也讓你靠

近他！”(提爾米茲，“淡泊塵世”，37/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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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妻阿依莎自此以後成為了為他人著想的楷模。就像她的侄子烏爾

維·本·祖拜伊爾說的：

“……聖妻阿依莎非常慷慨，安拉創造的給養到手之後一點兒也不

留下，全都馬上施散給其他人……”(布哈裡聖訓集，Menâkıb，2)

安拉的使者告誡所有穆斯林要為他人著想。關於這一點，艾蔔·薩

德·艾－胡德瑞這樣說過：

“一次，我們和先知一起出征。走著走著,一個騎駱駝的人離開了

隊伍,東瞧瞧、西看看的，好像在找什麼東西。安拉的使者說道: 

‘有多餘坐騎的人把多餘的坐騎給沒有的人,有多餘糧食的人把多

餘的糧食分給沒有的人……’

安拉的使者又拿出了一些東西。那一次，我們明白了，我們沒有權

力保留自己不用的東西。”(穆斯林聖訓集，Lukata 18) 

安拉說：

“……他們問你他們應該施捨甚麼，你說：‘你們施捨剩餘的

吧。’……”(“黃牛章”2：219)

我們是否把安拉出於至善而給予我們的給養用在了他的大道上，這

是安拉給他的僕人的考驗。

捐贈是穆民是否能夠靠近安拉的最為重要的品行之一。就像安拉說

的：

“你們絕不能獲得全善，直到你們分舍自己所愛的事物。”(伊姆蘭的

家屬章3：92)

在任何方面都為他人著想

為他人著想並不只針對物質需要，而是根據所遇到的情況。

行軍或戰爭中，安拉的使者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每一個人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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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裡尋求保護180。返回家園的時候，他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後面，為的

是幫助有困難的人。他讓他們與自己同乘駱駝，並為他們祈禱。181

下麵這則聖訓是個很好的例證：

一天，安拉的使者在店鋪裡花了四個德拉克瑪買了一件衣服。他穿

好衣服轉身走出店門時，迎面走來了一位輔士。這位輔士說：

“安拉的使者啊，你給我一件衣服的話，安拉會讓你穿上樂園的衣

服！”

先知立刻把衣服脫了下來，給這位教生穿上。他回到店鋪，又花了

四個德拉克瑪買了件衣服，身上這時候就只剩下兩個德拉克瑪了。

正走著，忽然看到一個傭人樣的小姑娘在哭泣，先知走上前問道：

“你為什哭啊？”

女孩兒回答道：“安拉的使者啊，我幫傭的那家給了我兩個德拉克

瑪讓我去買面，但是我把錢給弄丟了！” 

先知給了這個小姑娘兩個德拉克瑪。轉身離開時發現這個小女孩兒

還在哭。先知把她叫到身邊，問道：

“為什麼還哭？不是已經拿到錢了嗎？！” 

“我怕他們怪我回去晚了！”

先知和小姑娘一起來到她的主人家。先知在門口向他們祝安(道賽

拉姆)，屋子裡的人聽出了是先知的聲音，但是沒有回答。先知又一次向

他們祝安，但是還是沒有人回答。先知第三次向他們祝安時，裡面的人

大聲地回答道：“也祝你平安！”然後很高興地出來了。先知問道：

“頭兩次祝安，你們沒有聽到嗎？”

他們回答道：“安拉的使者啊，我們聽到了！但是，我們希望多多

180 穆斯林，Cihâd， 79；艾哈麥德，I， 86， 126.

181 艾蔔·達烏德，	Cihâd， 94/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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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聽到來自您的祝安，所以沒有馬上回答您！願我們的父母為你犧牲！

安拉的使者啊，是什麼把您帶到我們這裡來的？” 

先知回答道：

“這個小姑娘害怕你們責怪她！” 

聽到這話，這些人說道：

“既然她是和您一起來的，那麼為了安拉，她現在自由了！”先知

祝福了他們，然後說道：

“安拉給了這十個德拉克瑪多麼了不起的能力啊——先是給了先知

和一位輔士一人一件衣服，然後還讓一個奴隸獲得了自由！讚美安拉，

是他用他的大能賞賜了我們這些恩典！”(海伊薩米，IX，13-14)

聖門弟子們也擁有這樣的美德。一天，阿卜杜拉·本·阿巴斯正在

先知的清真寺裡坐靜，一個人走了過來，道了祝安詞後便在他身邊坐了

下來。伊本·阿巴斯問道：

“我的兄弟，你看上去很憂愁啊？！”

這個人回答道：

“唉，安拉的使者的叔叔的兒子啊，我的確很痛苦！我欠別人的

錢，但是向這座墳墓的主人(即安拉的使者)保證，我沒錢還！”

“我能跟他談談嗎？”

“當然可以！”

伊本·阿巴斯起身穿上鞋，向清真寺外走去。這個人在他身後趕緊

叫他：

“你忘了嗎你正在坐靜？！”

伊本·阿巴斯回答道：

“不！我從剛剛離開我們躺到這裡的敬愛的使者那裡聽說——說這

話時，他的眼裡滿是淚水——

‘任何人，在他的兄弟需要幫助時他去幫忙，這比他坐靜十

年更好。為了安拉的喜悅而坐靜一天的人，安拉在他與火獄之間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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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三道壕溝，每兩個壕溝之間的距離如同東方和西方的距離那麼遙

遠。’”(Beyhakî，Şuab，III，424-425.	 Ayrıca	 bkz.海伊薩米，VIII，192) 

關於伊斯蘭的為他人著想的例子還有一個是這樣的：巴亞茲德·比

斯泰咪說：

“我們那個時候有許多聖賢之人，其中有一位佼佼者名叫艾卜·哈

弗斯，他是個鐵匠。因為想知道為什麼他能夠脫穎而出，我來到了他的

鐵匠鋪。他看上去很憂傷，我問他為什麼這麼難過，他用一種非常憂愁

的口氣回答道：

‘還能有哪一種憂慮比我的憂慮更大，還能有誰比我更難過？——

我在想末日的時候，這些蕓蕓眾生都將會是什麼樣子啊？’

然後，他哭了起來，把我也弄得哭了起來。我繼續問他：

‘你為什麼對別人的苦難這麼難過？’

偉大的艾卜·哈弗斯回答道：

‘我的天性裡有愛和憐憫。如果把火獄裡的懲罰全部給我而其他人

可以得到寬恕的話，我會非常高興，這樣，我也就可以從這種痛苦中解

脫出來了！’

這次談話讓我明白了一件事，艾卜·哈弗斯不是那種只為自己考慮

的人，他是那種深受先知的影響，總是為他人著想的人。我在他的身邊

呆了一段時間，教了他一些『古蘭經』經文。我在他這裡學到了四十年

來沒能學到的東西。現在，我的內心充滿了來自安拉的正能量。我還明

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福氣是另一種奧秘。優點和美德不單純指的是擁

有很多知識和多做功修，学以遵并行，並且得到安拉的青睞和恩典。艾

卜·哈弗斯得到了安拉的青睞與許多恩典，是因為憐憫和愛已經變成了

他的天性，這給他帶來了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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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慷慨

15世紀時來土耳其旅行的法國人Bertrandon	 de	 la	 Broquiére說過這樣的

話：

“土耳其人互相尊重，非常友善。好多次我都看到，在他們吃飯

時，如果身邊有窮人經過，他們就邀請他們一起吃飯。這一點是我們做

不到的。”182

英國旅行家Fellows說，從奧斯曼國家政府官員到住在山腳下帳篷裡

的土耳其人，人人都熱情好客，而且不求回報。按照他的說法，土耳其

人唯一的想法就是：不分信仰、民族、貧窮還是富有，“只要是客人，

就要讓他們吃飽 ”！183

19世紀時來安納托利亞旅行的Burnaby盛贊土耳其民族的樂善好施，

他的描述甚至都有些誇張了：

“一次，我說我喜歡一匹馬，馬的主人隨後就把這匹馬送給了我，

還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我接受這個饋贈。我當時非常吃驚。”184

總之，人是應該對所有被造物，尤其是人，充滿憐憫、慈愛、友善

和替他們著想的。這些品質是在安拉麵前把人提升到更高品級的工具。

（三）忠誠與信賴

忠誠指的是正確的舉意、思考、說和做，是行為忠實、真誠和坦

率。

可信賴指的是人品上可靠、可以被信任。

在伊斯蘭，說謊是大罪，是被嚴厲禁止的。不信守承諾，行為前後

矛盾、不一致，騙人，這些都是很有害、很不好的品質。一句話，謊言，

182 B.	Broquiére，Deniz Aşırı Seyahat，	İst.	2000， s. 174.

183 C.	Fellows， Travels in Asia Minor，	London	1852， s. 222.

184 請看	Dr.	Gürsoy	Şahin， İngiliz Seyahatnamelerinde Osmanlı Toplumu ve Türk İmajı，	İst.	2007， s.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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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類的煩惱的主要來源。因此，幫助人們變得誠實、可信賴，幫助我們

的後代擁有這樣的好品質，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作為人類的楷模的先知

們和善人們，他們的優良品質中首當其衝的就是誠實和可信賴！

為了保護他的僕人，安拉給人類指出了獲得幸福的康莊大道：

“信士們啊！你們應當敬畏安拉，應當說正話。他就改善你們的

行為，就赦宥你們的罪過。服從安拉及其使者的人，確已獲得偉大的成

功。”(同盟軍章33：70-71)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要敬畏安拉，要和誠實的人在一起。”(懺悔章

9：119)

“……你們應當履行諾言；諾言確是要被審問的事。”(夜行章17：34)

安拉的使者還說過這樣的話：

“你們答應我這六件事，我保證你們可以進入樂園：

1. 說話的時候說正確的話；

2. 兌現承諾；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4. 保護自己的清白；

5. 別看非法之物；

6. 別幹非法之事！”(艾哈麥德，V，323)

誠實和可信賴是伊斯蘭的本質。蘇富揚·本·阿卜杜拉對安拉的使

者說：

“安拉的使者啊，請給我講講伊斯蘭吧，好讓我在你之後不再需要

問別人問題了！”

安拉的使者說：

“首先信仰安拉，然後(言行)正確！”

“那麼，安拉的使者啊，我最需要小心的是什麼？” 

安拉的使者用手指了指舌頭。(艾哈麥德，III，413；穆斯林聖訓集，信仰，62； 

提爾米茲聖訓集，Zühd，61；伊本·馬哲，Fite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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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卜·穆薩說：

“安拉的使者啊，穆斯林中哪一種人最優越？”

先知回答說：

“就是其他穆斯林從其言行上得到平安的人。”(布哈裡，信仰章 4，5，

慈愛章 26； 穆斯林，信仰章 64，65)

安拉的使者還說：

“不可信的人也沒有信仰。”(艾哈麥德，III，135)

一次，先知來到市場上，他走到一個麥垛前，把手插進麥垛裡，抽

出手來時手是濕的，先知把手伸給麥垛的主人看： 

“這是什麼？”他問道。

“哎呀，安拉的使者啊，是雨水把它打濕了。”麥垛的主人回答

說。 

先知說：

“你覺得把濕的放在上面，大家就不來看你麥子了，對嗎？欺騙他

人者不屬於我們！”(穆斯林，信仰章，164)

即使是人們眼中最平常不過的問題，伊斯蘭也一樣一絲不茍。阿卜

杜拉·本·阿米爾的傳述： 

一天，安拉的使者來到我家，我母親把我也叫了過去。她對我說：

“來吧，我給你一樣東西！”

先知問道：

“你已經想過要給他什麼東西了嗎？” 

我母親回答說：

“我想給他一顆棗。”

聽到這個回答，先知說：

“要知道，如果你沒有給他東西，你就犯了撒謊的罪。”(艾蔔·達烏

德，禮儀，80/4991； 艾哈麥德，III，447)

就算是開玩笑，也不能騙人。先知這樣警告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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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玩笑時說謊、爭辯， 就算是對的，也不是有信仰的表現。”(艾

哈麥德，II，352，364；海伊薩米，I，92)

“很可惜啊，這樣的人！他們為了博得別人的一笑而說謊！這樣的

人真是可惜，這樣的人真是可惜！”(艾蔔·達吾德，《禮儀》，80/4990；提爾米茲，

淡泊塵世，10/2315)

除了正直和值得信賴，穆斯林所擁有的另一個品質甚至是可以被利

用。聖門弟子胡宰發就說過這樣一件事：

“我和父親胡賽伊爾離開麥加去往麥地那時，古萊什人把我們截住

了。他們說：

‘你們這是想去加入穆罕默德的隊伍了！’ 

我們回答說：

‘不是，我們去麥地那是為了別的事。’

但是他們要求我們承諾不參加安拉的使者的隊伍，不跟隨他一起作

戰。來到麥地那後，我們把情況跟先知說了，他說道：

‘你們回去吧。我們也遵守你們的承諾。至於他們，你們祈求安拉

的援助吧！’

這就是我沒有參加白德爾戰役的原因。(穆斯林聖訓集，《聖戰》章，98)

還有一個類似的事件是這樣的：

吳侯德戰役接近尾聲時，多神教徒的頭目艾卜·蘇富揚朝歐麥爾喊

話道：

“歐麥爾啊！請你以安拉的名義回答我，我們把穆罕默德殺死了

嗎？”

歐麥爾回答說：

“以安拉的名義起誓，你們沒有殺死他！現在，他正在聽你說話

呢！”

艾卜·蘇富揚說道：

“在我看來，你比說穆罕默德已經被殺死的我們自己人伊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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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阿更可信！”(伊本·黑沙姆，III，45；瓦克迪， I，296-297；艾哈麥德，I，288；海伊薩

米，VI，111)

誠實、守信的人，他們最能給人以幫助，並且在那個任何人對任何

人都沒有裨益的末日，他們將因自己的誠實和守信而得到相應的回報。

這一優美的品性，不但足以把人從那個最艱難的時刻(即末日)裡拯救出

來，還同時讓人得到平安。安拉把末日稱為：“……這確是誠實有裨於

誠實人的日子。……”185《古蘭經》還說，在末日：

“……誠實的男女……安拉已為他們預備了赦宥和重大的報

酬。”(同盟軍章33：35)

“以便安拉因誠實者的誠實而善報他們……”(同盟軍章33：24)

先知說：

“誠實會導人於善行，善行會導人於樂園。一個人長期誠實，

最終會成為一個誠實者。撒謊會導人犯罪，犯罪會導人於火獄。一個

人長斯撒謊，最終在安拉跟前被寫成撒謊者。”(布哈裡，禮儀，69；穆斯

林，Birr，103-105)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伊斯蘭非常強調這一點。不想被欺騙，

不想遭遇不公正的人，他自己就必須首先做到誠實和可信賴，因為“被

拯救”就藏在忠誠裡。安拉的使者說：

“就算表面上看上去已經死了，你們也一定要盡全力做到 忠誠和正

直，毫無疑問，這裡面有拯救和成功！”(Ali	el-Müttakî，III，612/6855)

（四）細緻、文雅、有教養

伊斯蘭要求穆斯林在生活中真誠、坦率、表裡如一、不誇耀、不虛

偽。對穆斯林來說，穿衣、吃飯、站、立、坐、行、看、想要一樣東西

或給出一樣東西，甚至是感受和思考，任何一種行為，都應該是細緻、

185 “筵席章”	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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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有教養的。做到這些的穆斯林，他們就可以做到既不會傷害別

人，也不會被人傷害。有一首詩說得非常好：

有情者啊！世間的人類和精靈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不要傷害與被傷

害。

另外一點，既然我們都渴望得到安拉的原諒與寬恕，那麼，我們也

應該對別人的不當行為採取寬容的態度。有一節經文是這樣說的：

“你們中有恩惠和財富者不可發誓(說)：永不周濟親戚、貧民及為

主道而遷居者。他們應當恕饒，應當原諒。難道你們不願安拉赦宥你們

嗎？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光明章24：22)

在任何一個方面，做為“最好的榜樣”的安拉的使者，他的彬彬有

禮是有關教養的最好的例子。聖妻阿依莎說：

“沒有哪一個人比先知更有道德。如果必須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

來說明他的教養的話，那就記著這個例子吧：無論是家裡人還是聖門弟

子，只要有人叫他，他總是馬上回答說‘請說吧！’。因為他的高尚的

道德，安拉降示了這的經文： 

‘你確是具備一種偉大的性格的。’”(筆章68：4；Vâhidî, Esbâb, s.463)

安拉的使者是一個充滿了憐憫與愛、溫柔、文雅、細心、有教養的

人。一次，一個人很沒有禮貌地幾次大聲叫他：

“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

每一次，先知都彬彬有禮地回答他：

“請說吧，什麼事？”並且滿足他的需要。(穆斯林聖訓集，Nüzür 8；艾蔔·達

吾德，Eymân，21/3316；海伊薩米，IX，20)

在糾正別人的錯誤時，安拉的使者總是特別注意自己的方式，不願

意讓對方感到難堪。他總是這樣提及別人的錯誤，好像是自己看錯了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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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是怎麼了，我看到你們這樣？！”186

有時，他像是在說第三者： 

“人們這是怎麼了啊，這樣說話？！”(艾蔔·達烏德，“禮儀”，5/4788)

關於先知的細心、有禮，還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

一天，先知正在路上走著，一個人騎著坐騎走了過來：

“安拉的使者啊，請您也坐上來吧！”說完，他往後挪了挪，請先

知坐到他的前面。

安拉的使者回答道：

“不行！你比我更有權利坐在你自己的坐騎的前面。但如果這是你

對我的邀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位聖門弟子回答道：

“是的，是我請您坐在前面。”

聽到這話，安拉的使者騎到坐騎上去了。 (艾蔔·達烏德，“聖戰章”

，58/2572)

不要煩擾到別人，這是伊斯蘭非常強調的一種修養。穆阿茲·本·

艾耐斯說：

“一次，我跟隨安拉的使者一起出征。在駐地，士兵們把(物品放

得到處都是)駐地變得非常狹小，路都沒法走了。先知派人對士兵們說：

‘把一個地方弄得擁擠不堪或者阻斷道路(或者煩擾到別的穆斯

林)，他得不到聖戰的回賜。’”(艾蔔·達烏德，“聖戰章”，88/2629；艾哈麥

德，III，441)

還有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在主麻日，為了站在前排禮拜而踩著其他穆斯林的脖子往前走的

人，他會得到通往火獄的一座橋。”(艾哈麥德，III，437)

先知非常照顧婦女：

186 布哈裡，Menâkıb，25； 穆斯林， “拜功”119； 艾蔔·達烏德， Hâtem	4，	Ede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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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旅行中，一位名叫安者捨的奴隸一邊吆喝一邊趕駱駝。安拉

的使者憐惜駱駝上坐著的婦女，因此對這個人說道：

“安者捨啊，你真可憐，你慢點趕駱駝，因為駱駝背上盡是些玻璃

花瓶(婦女)！”(布哈裡，禮儀，95；艾哈麥德，III，117)

艾耐斯·本·馬立克的傳述：

“聖門弟子們輕輕地敲穆聖的門。”(布哈裡，el-Edebü’l-müfred，no: 1080)

下麵這件事則很能說明聖門弟子們的修養：

一次，歐麥爾和一些人在一間屋子裡，其中有賈瑞日·本·阿卜杜

拉。歐麥爾聞到了一股臭味，於是說道：

“這個人(放屁)趕緊起來去洗小淨吧。”

賈瑞日說道：

“穆民的長官啊！如果這裡的人都洗個小淨的話不是更好嗎？”

對這樣一個細心周到的考慮，歐麥爾非常讚賞，他對賈瑞日說：

“願安拉憐憫你！在蒙昧年代您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紳士，在伊斯蘭

時期您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紳士！”(Ali	 el-Müttakî，Kenz，no: 8608)

幫助別人的時候應該非常謙虛有禮，應該對對方接受自己的幫助表

示感謝，因為通過他們，你才得到了安拉的喜悅。我的導師穆薩先生(願

主喜悅他)和我的叔叔們在捐贈時就很注重禮節，在裝著天課和救助資金

的信封上，他們總是寫著這樣的話：

“為您的接受表示感謝！”

同樣，在給窮人贈送物品時，他們總是選擇最好的包裹物，細心地

包裹物品，讓接受的人不會感到自尊心受傷害，從而從內心裡能夠接受

這個幫助。一方是接受從安拉那裡發出的援助，另一方是把安拉給的委

託物物歸原主了，結果，接受的人高興，給予的人心裡也覺得很舒服。

此類的例子在奧斯曼帝國時期也很多見，是留給後人的好榜樣：在

給烈士的家屬給予幫助時，為了保護他們的自尊和面子，人們總是在晚

上沒人看得見的時候把食物悄悄地放在他們的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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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捐贈石”，也是那個時期的產物。捐贈石的事情是這樣的：

石頭的上面有個洞，人們把這樣的石頭放在適當的地方，家境富裕的人

在“右手給出的東西不要讓左手知道”這樣的思想下晚上趁著夜色把捐

贈物資放到洞裡。而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他們只拿走自己需要的錢，

多餘的錢碰都不碰一下。然後，當他們的情況好轉後，他們又把更多的

錢放回到這個石頭裡。

這個錢就放在那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除了有需要的

人，沒有人去動它們。17世紀時，有一位法國旅行家來到了伊斯坦布爾，

他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來觀察，但沒有看到任何人來拿石頭裡的錢。

談話的禮節

與人交談更需要注意禮節。安拉說：

“你應當節制你的步伐，你應當抑制你的聲音；最討厭的聲音，確

是驢子的聲音。”(魯格曼章31：19)

安拉還說：

“……對人說善言……”(黃牛章2：83)

“你告訴我的僕人們說：叫他們說最優美的話……”(夜行章17：53)

伊斯蘭禁止說廢話，禁止說醜話，也不贊成話太多。安拉的使者

說：

“信仰安拉及後世的人要麼說善言，要麼別說話！”(穆斯林聖訓集，信

仰章 77)

安拉和他的使者都告誡人們說話的時候要言簡意賅，要斟酌詞句，

要注意用詞。187

安拉的使者還說過這樣的話：

“辭章中確實有魔力。”(布哈裡，《結婚》章，47)

也就是說，有一些話會在心裡產生魔法般的效果，因此，管好舌

187 黃牛章2： 104； 婦女章4：46； 布哈裡，禮儀， 100； 杜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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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用所能夠選擇的最恰當的語言來進行表達是必須的。在這方面， 

《古蘭經》是登峰造極的。《古蘭經》裡的言辭在善辯和有說服力這方

面達到的高度是無可比擬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神跡，因此，好好利用 

《古蘭經》的充滿了真理的話語是必須的。

《古蘭經》很注重在什麼情況下怎樣說話，也就是說話的禮節，以

下是幾個例子：

ًنا 就算對暴君，也說溫和的話；(20：44) : َقْوًل َلّيِ

對窮人說體諒、寬慰的話；(17：28) : َقْوًل َمْيُسوًرا

對父母說甜蜜的好話；(17：23) : َقْوًل َك۪ريًما

對所有人說正直的話；(33：70) : َقْوًل َس۪ديًدا

對孤兒和窮人說善言；(33：32) : َقْوًل َمْعُروًفا

傳播信仰時說坦白、清晰、有道理的話；(4：63) : َقْوًل َب۪ليًغا

總之，在所有問題上，伊斯蘭是保障人類變得細膩、細緻、寬容、

尊重、有禮等等的最好的原則。服從這一原則的穆斯林，他們在今生和

後世都是喜悅的，他們在後世能夠獲得永恆的幸福；而不接受伊斯蘭的

人， 即使他在今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獲得了暫時的幸福，但他終

究會陷入不滿、恐慌和墮落之中。

（五）服務

信仰安拉讓人心中有愛，因為信仰安拉的人會愛安拉，會聽從他

的命令，會逐漸地越來越深地愛與安拉有關的一切事物。在《古蘭經》

裡，安拉一遍又一遍地讓僕人記起他的普慈、特慈的屬性，並且不斷地

要求僕人善待所有被造物，這實際上就是穆斯林應該一方面服從安拉的

命令，一方面用安拉的道德武裝自己。心中無愛的人，他離安拉很遠，

他也沒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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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安拉的使者親吻外孫子哈桑，當時阿克拉·本·哈比斯也

在那裡。阿克拉說：

“我有十個孩子，我從不親吻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先知看了他一眼，說道：

“不慈愛他人者也不被人慈愛。”(布哈裡，禮儀，18)

還有一次，一個遊牧人來到先知面前問道：

“你們親吻孩子嗎？我們可從不吻他們。”

先知回答道： 

“安拉從你心中奪去慈愛時，我對你又有什麼辦法呢？”(布哈裡，禮

儀，18)

侯奈因戰役結束後，人們給先知送來了一批俘虜，其中有一位婦女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她只要看到小孩就立馬去給小孩哺乳。先知問

聖門弟子們道：

“你們認為這個婦女可能把自己的孩子扔進火裡嗎？” 

聖門弟子們回答道：

“不可能，絕不可能！”

先知接著說道：

“安拉慈愛他的僕人勝過這個婦女疼愛自己的孩子。”(布哈裡，禮

儀，18)

後來，安拉的使者無條件釋放了6000名俘虜。

先知的這種帶著極大的愛與憐憫為安拉的僕人服務是伊斯蘭的最重

要的基礎之一。從為安拉履行功修的角度來看，為人類服務是向安拉履

行的一種功修。

服務，就是為需要的人提供説明，就是內心極為謙虛的積極地關心

和照顧處境不好的人。我們的先知說：

“最好的人是對別人最有價值的人。” (Beyhakî，Şuab，VI，117；İbn-i	

Hacer，Metâlib，I，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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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卜·穆薩 說：

“安拉的使者騎坐騎，穿粗羊毛線的衣服，親自給羊擠奶，照顧客

人，為他們服務，款待他們。”(Hâkim，I，129/205)

服務，是安拉的僕人為社會要盡的一項義務。就像嚴厲禁止自大、

傲慢、自以為是一樣，安拉非常希望我們為他人著想。對那些為他人服

務的人，安拉給他們巨大的獎賞。先知說：

“僕人在幫助自己的兄弟時，安拉也在幫助他……誰的善行滯後，

血統於他無補188。”(穆斯林，齊克爾 38； 伊本·馬哲，Mukaddime 17) 

“在安拉的大道上白了一根頭髮，在末日，這根頭髮就是一道光

亮。”(提爾米茲，Fedâilü’l-“聖戰章”，9/1635；	 Nesâî，“聖戰章”，26)

“為主道的一次早出或晚歸確實強於今世上的一切。”(布哈裡，聖戰

章，6)

這是一個鐵定的事實：無論在今生還是後世，提供服務的人都要比

被服務的人得到更多的好處。就像為大眾服務的人所說的：

“真正幸福的人是知道如何為別人服務的人。”

所以，讓自己變得更加成熟和完美以贏得後世裡的安寧，我們是

需要為他人服務的。因此，對被服務的物件，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感謝我

們，因為他們是讓我們靠近安拉的一座橋樑。

（六）聖戰與反恐

1. 伊斯蘭是神啟的真實的信仰

這個世界、人類及其他所有存在物的創造者是安拉，維護這個世界

的完美的秩序的也是安拉。我們的主，不但賜予了人類理智和意志力，

為了幫助和糾正人與人及人與其他被造物的關係，他還特意賜予了人類

188 意為個人在有生之年沒有抓緊時間加入清廉人行列而虔誠力行上進教門功課，任何出身或血統都

於他無補。



真實的伊斯蘭  

  210  

伊斯蘭——這就是說，伊斯蘭是神啟的真實的信仰！用良心去認識伊斯

蘭的人，對這一點是毫無疑意的。

安拉毫無缺陷，因此，在任何時候，他都不喜歡恐怖、罪惡的行

為，就像在《古蘭經》裡安拉說到偽信士和作惡的人時說的那樣：

“他轉臉之後，圖謀不軌，蹂躪禾稼，傷害牲畜。安拉是不喜作惡

的。”(黃牛章2：205)

安拉禁止他的僕人尋找機會和途徑製造混亂：

“……你不要在地方上擺弄是非，安拉確是不愛擺弄是非者。”(故

事章28：77)

安拉非常憐憫、慈愛他的僕人，他希望他們一切都好，希望他們

全都幸福、平安，所以，在安拉那裡，侵犯他人的權利是最重的罪行之

一。安拉是憐憫和寬恕他的有罪的僕人的，但是關於這項重罪，如果被

侵犯權利的人不肯原諒侵犯者的話，安拉也不會原諒該侵犯者。還有背

談，也是受到安拉的嚴重警告的。

所以，來自安拉的、其目的是為了給人類帶來平安與幸福的伊斯

蘭，絕對不可能濫殺無辜，也絕不可能姑息恐怖主義！

伊斯蘭，保護的是每一個人的生命、財產、清白、人格、尊嚴、理

智和後代！

因此，深入地學習一下歷史 ，我們就會發現，與恐怖做鬥爭最多的

人其實是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他在23年的先知生涯中一

直都在與各種恐怖行為做鬥爭——針對人類的恐怖行為、針對動物的恐

怖行為、針對植物的恐怖行為……不管對方是否是穆斯林，他首先做的

是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在他的努力下，整個世界找到了平靜和安寧。

曾經血流成河的沙漠開始歸於平靜，並深深地陷入到了對人性的思考當

中去。

但是，儘管如此，卻仍然有一些人故意把高貴的伊斯蘭與當今的

災難之一——恐怖——聯繫在一起。恐怖與無政府主義是建立在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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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這個基礎上的，它們與優美的道德這種高尚的情感根本不沾邊兒。

恐怖，沒有眼淚、沒有愛、沒有善意，而伊斯蘭，充滿了善與愛。在 

《古蘭經》裡，安拉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自己的“普慈”、“特慈”這兩

個尊名，其實就是告誡人們要愛所有存在物，要一直保持一顆充滿了愛

的心。伊斯蘭是尊重權利、非常人性和文明的信仰。認真學習過伊斯蘭

的人能夠馬上明白伊斯蘭與恐怖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2. 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的

生命是安拉給的，也只有安拉可以拿走生命。因此，不公正地對待

生命是對安拉做的非常大的罪行。在伊斯蘭看來，每一個生命都有它相

應的價值。在《古蘭經》裡，安拉說：

“……除因復仇或平亂外，凡枉殺一人的，如殺眾人；凡救活一人

的，如救活眾人。……”(筵席章5：32)

為了讓人類遠離這項大罪，伊斯蘭對此有著嚴厲的懲罰，即在侵犯

他人權利、無辜殺害某人的情況下殺人償命。如果是一夥人殺死了一個

人，那這一夥人都要受懲罰。189 另一方面，自殺也是大罪，也是被嚴格

禁止的。自殺的人，他所遭受的懲罰也是非常嚴厲的。(布哈裡聖訓集，醫藥

學，56；穆斯林聖訓集，信仰章，175)

因為伊斯蘭對人如此看重，所以為了不與敵人發生戰爭，安拉的使

者做出了所有可以做出的努力。為了與他們達成和平協議，他打開各種方

便之門。他不首先開戰，只有當敵人先開戰時，他才回擊他們 。在不得

不與敵人作戰的情況下，他非常用心地運用戰術，以減少人員傷亡。很多

時候，在流血發生之前，他先給敵人投降的機會，然後又寬恕他們。

麥加的光復就是一場人人都毫髮無損的戰役，安拉的使者放過了所

有敵人，事實是，他寬恕了他們所有人：

189 布哈裡，“血金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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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仁慈的一天，你們可以走了，你們自由了！”190

然後，他向叔叔阿巴斯問起了最敵視他的人——艾蔔·賴海蔔——

的兒子們：

“你的兄弟艾卜·賴海蔔的兩個兒子烏特佰和穆阿提蔔在哪裡？我

沒看見他們？！”

阿巴斯回答道：

“一定是和悄悄離開的古萊什的多神教徒們一起跑了。”

先知說：

“找到他們，把他們帶到我這裡來。”

阿巴斯騎上坐騎去找艾蔔·賴海蔔的兒子們，找到他們之後，他說

道：

“安拉的使者叫你們去！”

這兩個人立刻起身，跟阿巴斯一起來見安拉的使者。先知邀請他們

皈信伊斯蘭，他們立刻接受了邀請，成為了穆斯林。先知非常高興，他

把他們帶到Mültezem191，在那裡為他們向安拉做了祈禱。回來的時候，

臉上帶著非常喜悅的表情。阿巴斯說道： 

“安拉的使者啊，願安拉總是讓你高興！我看到你滿臉的喜悅？！”

先知回答道： 

“是的！我為我叔叔的兒子祈求安拉的寬恕，安拉寬恕了他們！” 

烏特佰和穆阿提蔔從那兒之後再也沒有離開過安拉的使者。他們和

先知一起參加了侯耐因戰役。在侯耐因戰役中，儘管中間出現過一段時

190 請看 伊本·黑沙姆,IV, 32；瓦克迪,II,835,III,352；İbn-i	 Sa’d,	 II,142-143;	 Ali	 el-Müttakî,Kenz, no: 

30173.

191 Mültezem:克爾白之門與黑石之間的地方。穆聖曾站在那裡，把胸、臉和手貼著克爾白的牆，放寬

兩隻胳膊和手做過祈禱。(艾蔔·達烏德，Menâsık， 54/1899)

 在一則聖訓中這樣描述道：“黑石與易蔔拉欣的立足地之間的地方是Mültezem，在這裡做祈禱的

話，病人會得到康復。”(海伊薩米， III，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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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潰敗，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過先知的身邊。穆阿提蔔甚至為了保護安

拉的使者損失了一隻眼睛。192

安拉的使者把好幾個逃跑了的人都叫了回來，信任地讓他們來到自

己的身邊，並且原諒了他們。193

就算是不信道者，先知也希望他們活著，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以

及他們的後代回歸真理，信仰獨一的造物主安拉。因為，俗話說的好，

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只要他們還活著，他們就有希望走上正確的

道路。假如他們死了，那麼他們再也沒有認識和歸信造物主的機會了。

最終，安拉打開他們的心扉，注入信仰，實現使者的願望。在安拉

的仁慈和使者的寬容下，許多敵人歸信了，甚至他們的孩子也歸信了伊

斯蘭，他們的品德達到了頂峰，許多聖訓傳述人的祖先是多神教徒。甚

至，使者最大的敵人的孩子們也歸信了伊斯蘭並成為了大學者。

3. 自己的罪惡自己承擔

誰的罪誰自己承擔，這是伊斯蘭的又一原則。關於這個問題，安拉

數次講過：

“各人犯罪，自己負責。”194

為了給某個部族教授伊斯蘭，安拉的使者給他們派遣了一支以亞瑟

姆·本·薩比特為首的十個人的團隊，但是途中遭到了利赫揚部族近百

名弓箭手的埋伏，十位聖門弟子中八人殞命，剩下的兩人胡拜伊伯和宰

德·本·戴瑟耐成了俘虜。他們把他們倆人帶到了麥加後賣掉了他們。

白德爾戰役裡，胡拜伊伯殺死了哈瑞斯·本·阿米爾，這一次，他被哈

瑞斯的兒子買了去。胡拜伊伯一直沒有得到釋放，直到被殺死。

192 請看 伊本·薩德， IV， 60，	Süyûtî， Hasâisü’l-Kübrâ， II， 82；	Halebî， İnsânu’l-Uyûn， III， 48.

193 請看 Muvatta’， Nikâh， 44-45；	Tirmizî，	İsti’zân， 34/2735； Hâkim， III， 269/5055， 271/5059；  

瓦克迪， II， 851-853.

194 牲畜章6： 164； 夜行章17： 15； 創造者章35： 18； 隊伍章39： 7； 星宿章5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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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俘虜的那些艱難日子裡，一次，為了刮臉，胡拜伊伯向哈瑞斯

的一個女兒借一把剃刀，哈瑞斯的女兒把剃刀給了自己三歲大的兒子，

讓小孩把剃刀拿給胡拜伊伯。下面是這個女人的講述：

“我讓孩子把剃刀送到俘虜那裡去之後，心裡一下子害怕了起

來。‘主啊，我都幹了些什麼啊！萬一這個俘虜傷害我的孩子怎麼

辦？’我趕緊追了出去。跑到那裡，我看到胡拜伊伯正抱著孩子跟他說

話，我松了口氣。胡拜伊伯看著我說：

‘你害怕我殺死這個小孩嗎？我不會那樣做的。’”

胡拜伊伯和宰德被帶到了離麥加10公里的特尼密區，那是禁區之

外的一個地方，他們在那裡被殘忍地殺害了。(布哈裡，“戰役章”28，10； 

Cihad，170；	 İbn-i	 Hacer，İsâbe，I，418)

一句話，誰有罪，誰受懲罰，無罪的人，不管與有罪的人關係有多

近，都不會受到牽連。懲罰罪人時，手段不應該極端，不應該過份。對

於此，安拉是降示了經文的：

“你們不要違背安拉的禁令而殺人，除非因為正義。無辜而被

殺者，我已把權柄授予他的親戚，但他們不可濫殺，他們確是受援助

的。”(夜行章17：33) 

“如果你們要報復，就應當依照你們所受的傷害而報復。如果你們

容忍，那對於容忍者是更好的。”(蜜蜂章16：126)

4. 伊斯蘭的聖戰

從《古蘭經》和聖訓給出的聖戰的含義和內容來看，如果認為聖

戰就是戰爭，這個理解過於片面，而且也並不正確。聖戰有“工作、努

力”的意思。就像借助武器一樣，聖戰也可以借助心靈、語言、手、財

物、生命、文化、經濟等各種介質來進行。事實上，伊斯蘭更希望人們

能夠借助真誠的心靈和優美的語言來進行聖戰。《古蘭經》建議穆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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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寓意深遠的措辭來進行聖戰，也命令穆民在內心裝著安拉(،ًنــا َلّيِ  َقــْوًل 

َبِليًغــا 。的情況下用財產和生命來聖戰(َقــْوًل 

和平是伊斯蘭的基礎，最明顯的例子是這個：侯代比亞和約對穆斯

林來說是個條件極為苛刻的和約，但《古蘭經》稱其為“一個明顯的勝

利”，並且這個“勝利”在《古蘭經》中成了一章經文的標題。

先知發起的戰役都是保衛戰，這些戰役，要麼是為了擊退敵人對穆

斯林發動的進攻，要麼是在有確切情報顯示敵人正在為進攻穆斯林做準

備的情況下為了瓦解他們而主動採取的武裝行動。第一次大的戰役是白

德爾戰役，但安拉的使者前往白德爾的初衷並非是要與多神教徒開戰。

當時的情況是：在麥加的穆斯林遷徙到麥迪那後，多神教徒把他們留在

麥加的財產收集起來，組成了商隊賣掉了，並且打算用這些錢來組建軍

隊，好對穆斯林開戰。先知得到消息後帶領軍隊來到白德爾，打算從商

隊那裡拿回本屬於自己的東西，但商隊改道了，並末遭遇穆斯林。而與

此同時，一隊多神教徒的軍隊從麥加出發，行程400公里，來到了麥迪那

的附近。在與之交涉末果的情況下，先知不得已帶領軍隊迎擊，並最終

取得了勝利。(瓦克迪， I，61-65) 

吳侯德戰役和壕溝戰役是麥迪那保衛戰。這兩場戰役是，為了徹底

剷除穆斯林，多神教徒派軍隊圍攻麥迪那，安拉的使者為保衛麥迪那而

對他們進行了迎擊。尤其是壕溝戰役，安拉的使者在麥迪那城外挖壕溝

以防禦敵人，整場戰役沒有一點兒流血事件發生。

穆台戰役和泰蔔克戰役，穆台戰役是為了為犧牲的使者討回公道，

泰蔔克戰役是為了瓦解敵人正欲進行的進攻而進行的。泰蔔克戰役因為敵

人聽到穆斯林的軍隊前來迎擊後自行散去了，所以並沒有發生武裝衝突。

光復麥加，這是一場因多神教徒毀壞協議而不得不發動的一場軍

事行動，同時也是為朝覲的穆民討回被掠奪的權利。這場戰役，是歷史

上獨一無二的一場和平出征和心靈征服之戰，因為在這座被征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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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沒有發生任何掠奪、殺戮、驅逐、報復和命案。甚至，穆斯林遭受

多年的欺壓都被無條件地寬恕了。

其他戰役也一樣是為了迎擊敵人或瓦解敵人的進攻準備而進行的。

儘管在為和平做出了所有努力之後還是不得不與敵人交戰，穆斯林

仍然堅持明確的行動原則。他們不傷害婦女、兒童、老人、宗教人士和

與戰爭無關的工作人員，他們不毀壞寺廟、不驚擾動物、不破壞林木。

他們只用武器對付參戰的士兵，但也絕不對他們施用酷刑。

在每一次派軍隊出征之時，先知都要再三囑咐軍隊的首領：敬畏安

拉，善待穆斯林士兵。先知還說：

“你們奉安拉之名為主道而戰，擊敗不認主的人！你們不要侵佔戰利

品，不要不公正！不要Müsle(不要對別人施加割耳朵、割鼻子等酷刑)， 

不要殺害兒童！”(穆斯林，聖戰章，3； 艾哈麥德，V，352，358)

根據另處一則傳述，先知說：

“……不要殺死兒童和在寺廟裡做禮拜的人，195 不要殺害老人！196

不要毀壞教堂，不要連根砍伐樹木！”197 先知還要求聖門弟子們不要毀

壞建築物。

在一次戰役中，先知看到一位婦女被殺死，自此以後，他禁止殺害

婦女和兒童。(布哈裡，聖戰章，148； 穆斯林，聖戰章，24，25)

這是侯耐因戰役時發生的事情。當時蘇萊伊姆家族是騎兵的先鋒部

隊，哈立德·本·瓦立德是他們的首領。安拉的使者目睹了一位婦女的

屍體，他說道：

“這個女人並沒有對我們作戰！”

他讓身邊的人立刻向哈立德傳話：

195 艾哈麥德，I， 300；	Taberânî， Kebîr， XI， 224/11562.

196 Taberânî， Evsat， I， 48/135.

197 Abdürrazzak， Musannef， V，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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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告訴哈立德：安拉的使者說：‘絕不可以殺戮婦女、兒童、

老人和雇工。”198

有人告訴先知有小孩子被殺死了，先知非常地難過和生氣，他說：

“今天你們當中的一些人怎麼了？有些人太過分了，甚至企圖對孩

子下手？！” 那裡的一個人說：

“安拉的使者啊，難道這些小孩不是多神教徒的孩子嗎？”

先知回答道：

“你們當中的最優秀的人，以前不也是多神教徒的孩子嗎？”然後

接著說：

“你們要注意，不要傷害兒童！你們要注意，不要傷害兒童！每一

個孩子，出生時都是穆斯林，會說話之前一直如此，直到最後被他們的

父母轉變成了猶太人或基督徒。”(艾哈麥德，III，435)

Bartholomaus	 Georgievic在《默哈伡戰役》(匈牙利與奧斯曼帝國之間

發生的一場戰役Mohaç	 Meydan	 Muharebesi，1528年)中成為土耳其人的俘

虜，獲得自由後，他寫了一本書《土耳其人的風俗習慣》。在書中，他

這樣寫道：“在戰場上，土耳其人的軍隊有著極其嚴格的紀律，任何一

個士兵不敢做不公正的事情。做不公正的事的人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軍隊中有專門負責巡邏和維持軍紀的士兵。路過果園時，在沒有其主人

的允許下，他們甚至不可以摘下一顆蘋果。(Onur	 Bilge	 Kula,	 Alman	 Kulturunde	 Turk	

Imgesi,	Ankara	 1993,	 s.164)

賽利姆一世收復埃及的時候，路過尕蔔紮地區(Gebze)，那裡到處

都是果園。賽利姆一世不禁想到：“我的士兵會不會不經過主人的允許

就私自摘下水果呢？”於是，他叫來一位長官，命令他道：“傳達我的

命令，搜查所有士兵的包袱！若包中發現水果者，立刻把他帶來！”

198 艾蔔·達烏德，“吉哈德” 111； 伊本·馬哲， 聖戰章， 30； 瓦克迪， III，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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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長官按照國王的命令搜查完所有人的包袱後，回來報告：“報

告國王，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水果！”

賽利姆一世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他舉起雙

手，說道：

“我的主啊！一切讚頌全歸於你！感謝你賜予了我一個不吃非法

的軍隊！如果我的軍隊不經允許私自摘水果的話，那麼我便放棄收復埃

及。因為，吃非法的軍隊是不會獲得勝利的！”

由於賽利姆一世的小心謹慎，安拉經常讓他獲得勝利。199

正如我們所見的那樣，伊斯蘭主張和平，但是在不得不戰爭的時

候，伊斯蘭給戰爭制定了許多限制和公平、人性化的規定，伊斯蘭禁止

過分。因為，安拉在《古蘭經》中這樣說道: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份，因為安拉必

定不喜愛過份者。”(黃牛章2，190；筵席章3：2)

伊斯蘭禁止在戰爭中殺害無辜的非穆斯林和平民百姓，這樣的宗教

又怎麼會允許殺死戰爭外的無辜的人呢？

戰爭好比醫生的手術刀

我們可以這樣說，伊斯蘭一直都在與恐怖主義做鬥爭。伊斯蘭禁止

為了殺戮和佔領土地而發動戰爭，禁止流血衝突。劍其實只是一塊鐵，

只有當反抗壓迫和維護正道時，它才是劍。

身體上任何一個地方生了壞疽，整個身體都會不舒服，清除不可能

變好的壞人就像切除壞疽，所以聖戰其實就像醫生的手術刀，其目的是

要像切除壞疽那樣切除掉那些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大肆燒殺搶掠的惡

人，以便全人類獲得安寧和幸福。

安拉說：

“當他們出去與查魯特和他的軍隊交戰的時候，他們祈禱說：‘我

199 奧斯曼·努日·托普巴希，Abide	Şahsiyetleri	ve	Müesseseleriyle	OSMANLI,	s.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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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主啊！求你把堅忍注入我們的心中，求你堅定我們的步伐，求你援

助我們以對抗不通道的民眾。’他們借安拉的佑助而打敗敵人。達伍德

殺死查魯特，安拉把國權和智慧賞賜他，並把自己所意欲的(知識)教授

他。要不是安拉以世人互相抵抗，那末，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亂了。但安

拉對於全世界是有恩惠的。”(黃牛章2：250-251)

“在你們之前逝去的各世代中，有德者為何不禁止眾人在地方上作

惡？但他們中我所拯救的少數人除外。不義的人們追隨他們所享受的豪

華生活。他們是犯罪的人。你的主不致為部分人迷信而毀滅那些市鎮，

而多數居民是善良的。”(呼德章11：116-117)

信仰絕無強迫

伊斯蘭希望人們瞭解事實真相，但任何時候都並不強迫人們接受，200 

因為在今世這個考場裡，安拉給了人自由選擇的權利。通過自己的自由

意志來選擇接受或拒絕伊斯蘭的人，他們在末日也會得到相應的獎賞或

懲罰。201向人們傳播、傳達伊斯蘭是首先應該做的事情，然後，對那些

通過自由意志選擇阻礙別人瞭解、接受伊斯蘭的人宣戰才是必要的，因

為這些人限制了別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強迫他人遠離伊斯蘭。

信仰是通過自由意志才能得到的恩典，強迫不來的。被迫信仰了的

人只能成為偽信士。在伊斯蘭看來，偽信甚至比不信更糟糕。所以，在

人類歷史上，穆斯林從不強迫他人信仰伊斯蘭，即使是對待俘虜，他們

也不拿信仰作為釋放的條件來要脅他們。茲亞德·本·賈茲參與了征服

埃及的戰役，他說：

“……戰鬥結束後，我們把埃及俘虜聚在一起，基督徒也跑來

了。我們讓他們自己選擇是信仰伊斯蘭教還是信仰基督教。有人選擇

伊斯蘭的時候，我們就高聲說出大贊詞，這聲音甚至比我們獲得勝利

200 黃牛章2： 256； 尤努斯章10： 99； 艾蔔·達烏德， 聖戰章， 116/2682.

201 戰利品章8： 42； 山洞章18： 29； 隊伍章39：7；屈膝章4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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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聲說出大贊詞的聲音還強壯有力。我們讓他站到我們身邊來，(因

為現在，他跟我們有了一樣的權利和責任。)對選擇了基督教的人，

雖然我們給他自由，讓他站到基督徒那裡去，並對他徵收了人頭稅，

但是我們總覺得好像是自己人被卡在了他們那裡一樣，心裡很不舒

服……”(Taberî，Târih，I，512，[20. Sene])

5. 善待俘虜

安拉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要求教生們善待俘虜，他對此給出了

許多指示和勸告，並且親力親為。他禁止壓迫和虐待俘虜，甚至當

需要從俘虜那兒獲得敵軍的情報時，他不贊成對俘虜嚴刑拷打202。伊

斯蘭的教法學家認為，用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來逼迫俘虜也是錯誤

的。(Kâsânî，Bedâi‘u’s-sanâiʻ，1406，Dâru’l-Kütübi’l-İlmiyye，VII，120)

穆薩蔔·本·烏麥伊爾的兄弟艾卜·艾則茲在白德爾戰役時是多神

教徒的旗手，被俘後與穆斯林在一起，見證了穆斯林的憐憫與愛：

“在白德爾戰役中我成了俘虜，一位輔士把我交給了一夥人。在回

麥迪那的路上，無論早晨還是晚上，他們都給我餅吃，但他們自己卻只

吃已經變幹了的椰棗。這全是因為安拉的使者要求他們善待俘虜。有一

個人的手裡有一塊餅，他立刻把這塊餅給了我，我非常不好意思，於是

把這塊餅給了他們中的另一個人，但他堅持不要，堅決地連碰都不碰一

下！”(伊本·黑沙姆，II，288；海伊薩米，VI，86)

同樣成為俘虜的艾卜－阿斯·本·瑞比和瓦立德·本·瓦立德也說

過類似的事情。根據古萊什人也茲德的說法，在回麥迪那的時候，俘虜

們騎乘著坐騎，而穆斯林們則是步行。(瓦克迪，I，119)

安拉的使者沒有把在白德爾戰役中俘獲的俘虜聚集在一處關押，而

202 請看 艾蔔·達烏德，Cihâd， 115；伊本·黑沙姆，II， 255；瓦克迪， II，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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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他們一個一個地分散在聖門弟子的家中，讓聖門弟子們像對待客人

一樣地對待他們。(伊本·黑沙姆，II，288)

這些俘虜，一些人通過協商，交納贖金後得到了自由，一些會讀寫

的則通過教10個麥迪那小孩讀寫來換得自由，而那些既不能交納贖金，

又不會讀寫的俘虜，最終則是被無條件的釋放了。(艾哈麥德，I，247；瓦克迪， 

I，129；伊本·薩德，II，22)

在侯奈因戰役中，穆斯林們俘獲了許多海瓦茲人。安拉的使者命令

布斯瑞·本·蘇富揚確保每一個俘虜都有衣服穿，布斯瑞遵從安拉的使

者的命令，給每一位俘虜都買了衣服。俘虜當中有先知的乳娘的一些親

戚。看在自己乳娘哈麗麥的份上，安拉的使者首先釋放了屬於自己的和

阿卜杜穆塔里布家族的俘虜，鑒於此，聖門弟子們紛紛效仿，許多人也

無條件地釋放了屬於自己的俘虜。對不願意無條件釋放俘虜的穆斯林，

安拉的使者就贖金問題親自為俘虜做了擔保。就這樣，6000名俘虜被

無條件地釋放了，而作為戰利品的24,000匹駱駝，40,000只羊和4,000 

ukiyye(大約475公斤)的銀子也被歸還給了回去。(伊本·黑沙姆，IV，135；瓦克

迪，III，943，950-954)

安拉的使者無條件釋放了許多戰役中的俘虜。203

安拉的使者借各種理由釋放俘虜。比方說萊麥丹月來臨之時，他就

釋放所有俘虜，而且如果有人想從他那裡要什麼東西，他也總是儘量滿

足。(伊本·薩德，I，377)

艾卜·伯克爾把許多錢財都花在了釋放俘虜和奴隸上，他的父親艾

卜·庫哈菲對此有些異議。一天，他的父親對他說：

“兒子啊，你一直都在買那些瘦弱無力的奴隸來釋放。反正你也是

203 穆斯林，	Cihâd， 132， 133；	Ebû	Davud，	Itk， 2/3931； 伊本·黑沙姆，IV， 32； 瓦克迪， II， 559， 560， 835；  

伊本·薩德， II， 88，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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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買奴隸，不如買那些身強力壯的，也好在遇到危險時他們能擋在前面

保護你。”

艾卜·伯克爾回答道：

“父親啊，我這樣做只是為了獲得安拉的喜悅。我釋放他們是因為

我想得到安拉的獎賞。”

對艾卜·伯克爾這樣的慷慨，安拉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至於賑濟貧民，敬畏安拉，且承認至善者，我將使他易於達到最

易的結局。”(黑夜章92：5-7)204

律法上的規定也做了調整，女性俘虜的尊嚴和人格受到了保護。根

據四大遜尼教法學派的規定，在俘虜的身份還末轉化成奴隸之前，與女

性俘虜發生性關係屬於非法。205

6. 為全人類的健康和平安而奮鬥

伊斯蘭是安拉降示給全人類的能夠給人類帶來和平、健康、平安的

信仰，我們的先知是安拉派遣給人類的仁慈的先知，是賜予眾世界的了

不起的禮物！

安拉說：“我派遣你，只為憐憫全世界的人。”(“眾先知章”21：107)

關於這節經文，伊本·阿巴斯說：

“誰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誰就能夠獲得今世和後世的仁慈。——

誰不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他也能夠躲避像以前的宗族所遭受的‘被埋

在地下’、‘變成猴子’、‘石頭雨’等這樣來自安拉的懲罰，這是在

安拉的使者的蔭庇下得到的今世的仁慈。”(Beyhakî，Delâilü’n-nübüvve，V，486；

海伊薩米，VII，69)

先知向安拉祈求不要讓他的教生被饑荒奪去生命，不要被淹死，不

204 伊本·黑沙姆，Sîretü’n-Nebî， I， 341；	 Taberî， Câmiu’l-Beyân， XXX， 279	 [el-Leyl， 5-7]； 

Suyûtî， Lübâbu’n-Nukûl， s. 257-258.

205 Ahmet	Özel，	“Esir”	mad.， DİA， XI，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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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群體遭遇死亡206。從他成為先知的那一天起，全人類就全都變成了

他的教生207，因此，安拉的使者其實是保護全人類免受災難的侵襲。

有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最愛安拉的人是對人類最有益處的人。”(海伊薩米，VIII，191)

因此，穆民其實是為整個人類的平安而努力工作的。不管人們信仰

的是什麼，穆斯林在為所有人的好而努力工作，在為所有受壓迫者提供

援助。“為了安拉而寬容吧！”無論做什麼，這種思想都一直伴隨著他

們。因為愛安拉，他們也愛他創造的所有人。他們不做不公正的事，也

不去干涉別人在信仰選擇上的自由。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伊斯蘭只是增強自身的價值，從未做

過消滅其他文明的事情，而且更是從政策上保護其他文明。從先知建立

麥迪那城時起，四大哈裡發時期、委馬亞王朝、阿巴斯王朝、穆斯林西

班牙、印度和奧斯曼帝國時期，猶太人、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

拜火教徒，他們的文明都受到了保護。如果伊斯蘭只保護自己，那上述

這些文明再怎麼說也會有一部分退出歷史舞臺。

伊斯蘭的這種寬容和理解遍佈亞、非、歐三大洲裡眾多的種族、信

仰和國家。

伊斯蘭是擁抱全人類的宗教，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其中的一

個例子是這樣的：阿裡給時任埃及總督的馬立克·本·哈瑞斯寫了一封

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不要像看暴徒那樣看那些人，對待他們要心存愛與憐憫和善意，

因為所有人要麼是信仰上的兄弟，要麼是被創造的夥伴，無一例外。人

會犯錯誤，也會遇到不幸的事情，要幫助苦難中的人。如果你希望安拉

206 穆斯林，	Fiten， 19-20；	Tirmizi，	Fiten	14/2177； 艾蔔·達烏德，	Fiten	1/4252.

207 海伊薩米， I， 174.



真實的伊斯蘭  

  224  

寬恕你，那你就原諒別人，容忍和寬恕他們。反正不要違抗安拉！因為

寬容，你不會後悔。也不要因為懲罰了別人而感到高興！”208 

根據伊斯蘭教法，除了在戰場上，禁止侵犯非穆斯林的權力，包括

他們的財產、生命和貞潔。

伊斯蘭不允許我們詛咒他人，更何況是隨意殺害他人呢?209

安拉的使者總是告誡人們要溫柔，要充滿愛心，他譴責激烈、粗魯

的言行，譴責壓迫。他說：

“安拉把我創造成了慷慨和擁有優美的道德的僕人，他沒有把我創

造成一個偏執的、喜愛壓迫和暴君。”(艾蔔·達烏德，Et‘ime，17/3773)

“安拉沒有把我派遣為一位壓迫者，他把我派遣為一位教育者和給

人提供便利者。”(艾哈麥德，III，328)

真的，安拉的使者的確是為了完善道德、讓人類得到至美而被派遣

來的。

身為備受敬仰的領袖，即使是面對想坑害他的猶太人，他也仍然展

示出了了不起的優美道德。有一則聖訓是這樣的：

幾個猶太人來到了安拉的使者面前。他們對先知說“祝你們‘薩

木’(意思是願死亡降臨到你們頭上，但聽上去像穆斯林們互相祝安時說

的‘賽拉姆’)。”

阿依莎識破了他們的騙局，她回敬他們道： 

“該受‘薩木’的是你們！願安拉詛咒你們，願安拉譴怒於你

們！”

但我們的先知卻勸說阿依莎道：

“阿依莎啊，別急！你應該溫和，不應該魯莽，不應該講粗話。”

聖妻阿依莎回答道：

208 Muhyiddîn	Seydî	Çelebi， Buhari’de Yönetim Esasları，	İstanbul	2000， s. 47.

209 穆斯林， Birr， 84-86； 艾蔔·達烏德，	Edeb，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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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使者啊，難道你沒有聽清他們說的話嗎？”

先知回答道：

“難道你也沒有聽清楚我是怎麼回答他們的嗎?我回駁他們‘該祝

你們如此！’，我對他們的詛咒將被安拉準許，他們對我的詛咒則不會

被准許。”(布哈裡，禮儀，38)

根據另外一則聖訓，先知對阿依莎說了這樣的話：

“安拉喜歡凡事溫和的人！”(布哈裡，“請示章”，22)

艾耐斯·本·馬立克說：

“先知從不罵人，從不講粗話，也不詛咒人。他責備我們中的一個

人時只是說“‘他怎麼了？他的額頭上落土了嗎？’”(布哈裡，禮儀，38，44) 

先知的這句話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祈禱：做禮拜、叩頭，讓土粘在額

頭上！

下面這則聖訓再一次向我們展示了先知的彬彬有禮和優美的道德：

一個人求見先知，先知遠遠地看到他後，(為了保護人們遠離惡人)， 

說道：

“部族裡的這個人真夠壞的。”

當這個人進來坐下後，先知和藹地與他說話。這個人離開後，阿依

莎問道：

“安拉的使者啊，看到這個人時，你這樣說他，但後來卻又含笑熱

情地對待他？！”

先知回答道：

“阿依莎啊！你何時見我說過粗話？在復生日，在安拉那裡最不好

的人就是人們為了躲避他的惡行而與之疏遠的人。”(布哈裡，禮儀，38) 

在這則聖訓裡被提到的這個人，他的情況後來變得非常糟糕。在

艾卜·伯克爾出任哈裡發時期，在一場針對穆斯林的戰爭中，他被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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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這則聖訓裡，安拉的使者預言了他的未來，這其實也是安拉的使

者顯示出的一個奇跡。210 

因此，穆斯林出於宗教的原因而參與恐怖活動是不可能的。有些人

非要把伊斯蘭與恐怖活動聯繫在一起，他們這樣做要麼是出於惡意想詆

毀伊斯蘭，要麼就是無知者的妄言！

210 İmâm	Nevevî， el-Minhâc şerhu Sahîhi 穆斯林，	Beyrut	1392， XVI，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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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創造得就是朝向真理和真相的，所以，不知道的和無法知道的

事情總能夠激起人的不滿情緒，所以對於真理經常產生好奇心，想研究

真相，讓人牽腸掛肚，並想辦法弄個水落石出。人並不喜歡溷沌和含糊

不清。

縱觀人類歷史，最困擾人類，讓人類想得最多的莫過於“死亡”

和“後世”這樣的未知事件了。

所有人，無論生活條件如何，面對死亡時都是痛苦的。生活的道路

雖然迂迴蜿轉，但最終都得消失在死亡的地平線上，這是著實讓心靈感

到震撼的一件事。

比“生”這個奇蹟更能觸動心靈的“死亡”——無人可以逃脫——

是這個世界上人要面對的最為艱難的一個事實，因此，弄清何為死亡也

就成了人生最為重要的一個目標。

“生”是神聖的，它的意義不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即活得時間長

短)可以衡量的。如果對人的頭腦中出現的“生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回

答僅僅是土壤的濕度和墓碑(即死亡)的話，那還能有什麼能夠比這樣一

種漫不經心的生活態度更悲劇的？！

理智和頭腦的思考回答不了死亡和死亡之後將要發生的事情，只有

啟示才能解答這些未知問題。

生(活)是什麼？這個世界為什麼被創造了出來？(我們)為什麼要來

到這個世界上？又為什麼要死？死了之後又會怎樣？雖然宗教都在回答

這些問題，但能夠以最完美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的，只有伊斯蘭；而能

夠消除人類對死亡的恐懼、照亮人類在後世裡的生活、給人類的心靈帶

來平靜與安寧的，也只有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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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目的，就是在《古蘭經》和聖訓所傳達的真理的指引下，過

內心豐富、精神安寧的生活，並且在這種狀態下最終獲得永恆的幸福。

今世是後世的播種地，今世播種什麼，後世收穫什麼。人在今世，只是

做客一回。今世是一個考場，人在今世的生活，不過是為了參加一場能

夠讓自己獲得永恆幸福的考試，而真正的生活，其實是要麼在樂園裡，

要麼在火獄裡的後世生活！

所有的先知，尤其是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願主福安

之)傳達給人類的消息，一些人用感謝、感激來迎接，一些人——很遺

憾——用的是嘲笑、咒駡、無禮來回應。以與被創造的奧秘、目的相反

的方式生活的多神教徒、無神論者，在最初聽到安拉的使者傳達的消息

時，他們驚訝異常，但是後來仍然選擇了敵視的態度，並且以極其頑固

的姿態對這個獲得永恆拯救的邀請背過身去——這真是一個讓人臉紅的

選擇！

伊斯蘭用自己帶來的生活制度結束了多神教徒的隨心所欲，並就事

實真相、公正、後世、復活後的清算、罪行及侵犯他人的權利要遭受懲

罰等這些問題進行了講解和闡述。

在人的頭腦中如毒蛇般立起身來扭動的死亡和死亡之後的問題總是

讓人立刻感到恐懼，但是各個時代中那些遠離啟示和先知們的教育的人

們卻用各種各樣的謬論壓制人們思考這些問題，迫使人們對此沉默，從

而把這些問題緊緊地關在了人的潛意識裡。

這種現象，毫無疑問是“逃避心理”的顯現——私欲不願意被清

算，因此對將要被清算這一事實在精神上備感壓力，而為了消除這種壓

力，“逃避心理”便出現了。但是，沒有一個真相用逃避或視而不見就

可以被抹殺掉，因此，在“逃避”這個無用的自我安慰中幻想幸福，實

在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騙局。總有一天，當你還沒有為死亡做好準備時，

死神就來了，到那時，無論私心多麼不願意，讓人驚異的永恆的生活都

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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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活著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死亡更重要，因此，安拉給我們的

關於死亡的資訊的重要性無疑是應該被領悟和理解了的。《古蘭經》用 

“重大的消息”這樣一個詞來解釋、強調後世，並用理性、感性和道德

等各種各樣的證據來解釋為什麼關於後世的消息是“重大的”。

傾聽啟示，並領悟到了有關後世的消息的重要性的人，他們把自己

從今世的短暫享樂中解救了出來，讓自己從虛妄走向了永恆和真實。繁

星點綴的天空，身納萬物的大地，它們絕不是毫無目的、碰巧出現的風

景，相反，它們一直都在用自己的語言，向能夠理解的人講述它們的每

一個微粒所蘊含的奧秘和哲理。

總之，這個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和喜好，像新娘的房間一樣被精

心、細緻地裝點的世界，其中的植物、動物、人和其他被造物，及至最

細小的細胞、粒子，原子裡的電子和質子，等等，無一不是一個體現安

拉的大能的展臺。

在啟示的光芒的照耀下，用智慧的、吸取教訓的目光看待自己、生

活、世界和各種各樣事件的人，他能夠立刻明白這些事物的存在、持續

以及消失都是在安拉的莊嚴與大能的掌控之下，而如果在這樣一種認識

下卻仍然堅持說沒有後世，那就太可笑和無聊了。

不能從死亡中得到教訓的人，他們的一生與陰沉、黑暗的葬禮之夜

沒有什麼區別。但一生都在真理的光芒的照耀下生活，一生都在努力做

安拉的好僕人的人，死亡給他們帶來的則是陽光燦爛的新生。因此，伊

斯蘭信仰建議我們要經常想起死亡，要為死亡做好準備，以此消除死亡

帶來的恐懼，並美化死亡。魯米大師甚至把死亡比做“şeb-i	 arûs”，即“新

婚之夜”。

多麼幸福啊，那些人，他們在啟示的指引下揭開了死亡與後世之

謎，並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定位於為死亡做準備、讓自己贏得後世的永恆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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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安拉讓我們成為以最好的方式學習伊斯蘭、以最好的方式

實踐伊斯蘭、在今世能夠得到內心的安寧、在後世能夠獲得永恆

的幸福的他的有福氣的僕人中的一員！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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