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古蘭經中人的「生與死」 

 

第一節 古蘭經中「生」之意義 

 
筆者在第二章第一節討論「生」之不同層次與涵義時就已提及，「生」這個字一

般而言所具有之四種意義分別是「創生」、「出生」、「生命」和「生活」。而「生」這

個字，在伊斯蘭教的經典《古蘭經》裡面也出現了八百次以上之多，並且在不同的

章節中，也類似地包含有「創生」、「出生」、「生命」和「生活」此等不同的意義。 
 
「創生」是「生」這個字的四種意義中最重要的一種，因為「創生」一詞代表

了「阿拉」創生所有現實存在的萬物之意義。至於，「創生」以外的「出生」、「生命」

和「生活」則都是有了現實存在的萬物後才出現的，因為如果沒有「阿拉」先行創

生出現實存在的萬物，也就不會有「出生」、「生命」和「生活」。「創生」確實包含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殊能力，也就是讓一個萬物從「完全不存在」的潛在狀態變成

「存在」的現實狀態之能力，且按照伊斯蘭教思想，這是只有唯一創造者「阿拉」

才特有的能力。《古蘭經》裡有不少例子涉及到「創生」的問題，諸如：「我確已創

造你們、然後使你們成形……」1，「難道你沒有看見真主已本真理而創造天地嗎？

如果祂意欲，祂就消滅你們，而創造新人。」2，「祂創造萬物，並使各物勻稱。」3。 
 

「生」這個字所包含的另一種意義則是「出生」。在《古蘭經》裡面，「出生」

至少出現過十四次，且都意謂著是基於「阿拉」而存在之萬物的一種能力，也正是

萬物能夠生出另外一個萬物之意義。比如說，母親生孩子之「生」，就是據此意義而

言的。在此，特別關鍵的一點，正是「出生」根本上是基於「創生」而來的，且筆

者認為，我們可以將「創生」與「出生」分別看作一個是直接的，另外一個是間接

的，也就是說，「創生」是直接的創生，「出生」則是基於「創生」而來之間接的「創

生」。正如我們在第三章第三節討論「阿拉創生萬物之過程」時曾提到的，阿拉比認

為「阿拉」創生活動分為三大階段，在第一個階段裡，「阿拉」會創造出自身-顯現/

客觀化而來的「創造者阿拉」，在第二個階段裡，則會創造出萬物之永恆原型，在第

三個階段中，則更進一步創造出現實的萬物存在。其中，第一、第二階段的創造活

動，可說是「直接創生」萬物的第三階段創造活動之前提，而「間接創生」萬物的

「出生」活動，則可說是基於「直接創生」第一個某類萬物而來之「間接創生」第

二個某類萬物的「出生」活動。《古蘭經》曾舉出幾個有關人類「出生」的例子：「……

                                                 
1 參見馬堅：《古蘭經》，7 章 11 節。 
2 參見馬堅：《古蘭經》，14 章 19 節。 
3 參見馬堅：《古蘭經》，87 章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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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女人的懷孕和分娩，無一件不是祂所知道的……」4，「……如果祢留他們，他

們將使祢的眾僕迷誤，他們只生育不道德的、不感恩的子女。……」5。 
 

 上面的兩個經文提到的「生」都意味著母親生孩子的意思。按照伊斯蘭教思想，

母親生孩子的整個過程，雖然也有父親的參與，但畢竟父母生孩子的能力是「阿拉」

給予的。換句話說，雖然「出生」活動在表面上看來，是發生在萬物與萬物之間的，

但卻不是完全自由獨立的活動，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事物是不通過「阿拉」

之認識預定而發生存在的。我們也可進一步以「阿拉」直接創生天使們、魔鬼、亞

當、夏娃、宇宙，以及間接地經由亞當和夏娃的結合而創生後代人類此等例子間的

區分來作出具體說明： 

 

 

阿拉 

 

創造者 

                  

                        天使們：以天堂之光來創造 

                           魔鬼：以地獄之火來創造                
                             亞當：以泥土來創造 

          夏娃：以亞當的肋骨來創造 

        ○宇宙 

                         後代人類：以胚胎來創造 

 

 

 從上圖可看出，「阿拉」首先會創造出自身-顯現/客觀化而來的「創造者阿拉」

，然後再以天堂之光來直接「創生」天使們，以地獄之火來直接「創生」魔鬼，以

泥土來直接「創生」亞當，且再以亞當的肋骨來直接「創生」夏娃，然後祂又直接

創生了宇宙，並將亞當與夏娃派到世界裡，後來由於亞當與夏娃的結合而「出生」

了後代人類。從上述關於「創生」與「出生」語詞的使用情形，就不難理解到，「阿

拉」直接讓一個東西存在之活動是「創生」，而「阿拉」間接地經由祂直接創生的東

西而創生出另外的東西之活動則是「出生」。 
 

從前面的討論可以看出，作為間接創生之出生只發生於現實的世界中，然而在

                                                 
4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35 章 11 節。 
5 參見馬堅：《古蘭經》，71 章 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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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中，卻只有具「生命」的萬物才具有生出另外的萬物之能力。按伊斯蘭教

之看法，「阿拉」把「生命」之能力賦予人，以及其他動物與植物的時候，同時也賦

予了它們能夠生出另外的萬物的能力，而它們生出新的萬物其實也就意味著間接地

基於「阿拉」直接創生而來之創造的活動。一般說來，《古蘭經》都將「生命」最終

歸因於「阿拉」，並且也將具有生命的萬物之生死，以及不具生命的萬物之自然變化

都最終歸因於「阿拉」，但這並不是說「阿拉」直接地介入影響了這一些自然變化，

因為，這一些自然變化其實都是遵從「阿拉」有關宇宙萬物的一個完善的系統設計，

且所有的自然變化都存在於這個系統之內，完全按照這個系統的規則來運作發生，

而這個系統最初是由「阿拉」完善的意志與知識所設計的6。 
 
因此，「生」這個字就有著這樣一個意義，也就是「生命」之意義。「生命」是

萬物所具有的「活的能力」，或是萬物本身作為「活的存在」之意義，也即具有「活

的能力」之「活的存在」。且按《古蘭經》的意思，賦予萬物這種能力的則是創造者

「阿拉」。《古蘭經》說：「你們怎麼不信真主呢？你們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賦予你

們，……」
7，「你們信仰真主和使者，你們以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為真主而奮鬥……」

8。 
 

「阿拉」將作為「生命」之「活的能力」賦予了人類，以及其他動物與植物（因

此它們都是具有活的能力之活的存在），而這種「活的能力」，可以不斷地從潛在可

能的存在狀態向現實的存在狀態形成發展，而向現實的存在狀態形成發展之整個過

程，也正是所謂的「生活」。 
 
因而，「生」這個字也就包含著如此一種意義，也就是「生活」之意義。如先前

所言，「生活」無非意味著，一個具有生命的萬物被「創造者」創生以後，以「創造

者」所賦予之「活的能力」特性而生成發展之整個過程。然而，在伊斯蘭思想中，「生

活」卻包含有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具有生命力的萬物被阿拉創生以後，在這個

現實的世界中存在之「今世生活」，也即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至

於第二個階段，則是當由「精神」與「形體」所組成的具生命力的萬物，在「形體」

進入死亡狀態之後，「精神」生命回歸於「創造者」的過程中，將會經歷的第二個階

段的永恆生活，即在死後世界中存在之「後世生活」，也即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

程的第三階段。 

 
 不管是否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人們大概一生中都會多少想及且問及：「我從何

處來？死後我又往向何處？」。此等問題若在伊斯蘭教看來，當然就是一種從人還未

降生於今世的第一階段狀態，到人降生於今世的第二階段狀態，再到人的靈魂在身

                                                 
6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Philosophy of Islam, pp.166-167. 
7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28 節。 
8 參見馬堅：《古蘭經》，61 章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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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死後，離開今世而往向後世的第三階段狀態之整個過程。然而，在第二階段狀態

中生活著的人，是很難對第一、第三階段狀態有所清楚地認識的。近幾千年來，經

過人類尋找對這生前與死後兩個階段狀態的認識之嘗試，已有不少宗教思想給出了

相關的見解與可能線索。諸如迄今幾個傳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神宗教猶太教、基督

教與伊斯蘭教，都對生前與死後的問題提出了相類似的解釋，而它們相類似解釋之

根本共同看法即在於：人首先是被偉大且唯一的上帝創造而降生於今世的，因而人

在今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不論好壞對錯），都有著對於自己、乃至對於作為創造者

的上帝之責任，並且，上帝不僅決定了人之降生，祂也決定人之死，人的身體死後

靈魂將會等待末日審判，並按上帝審判之命令而回歸到他的根源，也就是回歸到上

帝身邊重新開始全新的永恆的後世生活。 
 
 回到伊斯蘭教，我們於此則可進一步再對上述三大階段狀態的相關看法進行一

些補充說明。其實，早在伊斯蘭教於阿拉伯半島出現之前，阿拉伯人就已相信「阿

拉」的創造之事，但按照他們的想法，「阿拉」在創造人之後，就完全不再關心地介

入影響他的生活。當時的阿拉伯人認為，在具有生命的人的今世生活中，對其有至

高介入影響力的東西則是「時間」（dehr）（time），時間會非仁慈地介入影響每個人

的今世生活。且他們也不相信，人死後還會重生地進入「後世生活」9。《古蘭經》

的一段經文也曾提到當時阿拉伯人的這種想法：「他們說：「只有我們的今世生活，

我們死的死，生的生，只有光陰能使我們消滅。」他們對於那裡，一無所知，他們

專事猜測。」10。 
 
在這，我們也可以下圖表示當時阿拉伯人的此種想法： 
 

 

                        阿拉     時間（dehr/time） 

           ↓       →   → 

    ↗         ↘ 

           ↓  ↗   人的今世生活     ↘ 

     人之生 ○─────────○ 人之死 

 
 

並且，就算我們也可在當時阿拉伯著名詩人所寫的詩作中，多少發現存在著「永

恆」的概念，但他們使用這個語詞卻完全不涉及伊斯蘭教所說的「死後世界（即末

                                                 
9 筆者在下一節將進一步詳細討論在伊斯蘭教出現前的阿拉伯人有關「生死」的想法。 
10 參見馬堅：《古蘭經》，45 章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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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審判後的後世）」，而只意指著在「今世」中的長生而已11。他們既不重視自身的

生命起源，也不重視死後之事，他們只關心生到死之間的、易於認識接觸的今世生

活，對他們來說，今世的真主甚至可說就是時間（time），決定著人之今世成長、老

化與死亡的全都是它。 
 
後來，伊斯蘭教在阿拉伯半島上出現並開始逐漸得到發展，伊斯蘭教經典《古

蘭經》還特別針對阿拉伯人的「時間」信仰進行了批判，認為人不應成為「時間」

（time）的奴隸。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在唯一的創造者「阿拉」之預定下存在的，

而「時間」，在此顯然應是被「阿拉」所創造並遵從「阿拉」命令而持續流動的東西。

且《古蘭經》也不贊同阿拉伯人所認為的人僅具有今世生活之看法，因為按伊斯蘭

教的思想，人不僅有「今世生活」的存在狀態，人還有未降生今世前的存在狀態，

以及身體死後仍藉由靈魂而重生地進入永恆的「後世生活」之存在狀態。 

 
關於第一階段的生前存在狀態，其實正是先前被我們深入探討過的創生過程的

第二、第三階段，故於此無需再論。至於第二階段的今世生活的存在狀態，也無非

是先前曾概略提及之人在這個世界中受考驗的階段，也即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

程的第一階段。而第三階段的死後存在狀態，則是人的靈魂等待末日審判的階段，

和人的靈魂按末日審判的結果被分派入作為永恆的下一個世界之天堂或地獄的階

段，也即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二、第三階段。由於今世生活的存在狀態

與死後存在狀態在先前僅僅是被概略提及而已，故在此仍可再進一步作些補充說明。 
 
讓我們首先針對今世生活的存在狀態，以及死後存在狀態的第二階段，即人的

靈魂按末日審判的結果被分派入作為永恆的下一個世界之天堂或地獄的階段，也即

「後世生活」進行一些補充的說明。若根據《古蘭經》之解釋，人具有兩種生活的

世界，一個是「看得見的領域」（the domain of the visible）（alam al-shahadah），另外

一個是「看不見的領域」（the doma in of unseen）（alam al-ghayb）12，而人只能以有

限的能力在一定程度範圍內認識且決定「看得見的」世界，而既能完全認識且決定

「看得見的」世界，又能完全認識且決定「看不見的」世界之存在與發展者，卻只

能是具有無限能力的「阿拉」。《古蘭經》曾說：「你說：阿拉！造化天地的，知道目

不能見的與顯見的主啊！祢本在自己眾仆中對於他們所爭議的施以判斷。」13。此

處，《古蘭經》所講的「看得見的」世界，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今世」，而「看

不見的」世界，則是當今世結束的末日那天，所有靈魂都將復活而被「阿拉」審判

並決定以後應當派往之永恆的生活的世界，也即是「後世」。並且，有關末日、人的

                                                 
11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USA,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p.2. 
12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83. 
13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39 章 4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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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活與「看不見的」世界之事，都只是具有無限能力的「阿拉」才能認識的，就算

是先知也都無從認識。《古蘭經》曾如此表示：「眾人問你復活時在甚麼時候？你說：

「那只有真主才知道。」甚麼使你知道它何時發生呢？復活時，或許是很近的。」14，

「你說：我不知所驚嚇你們的是臨近的嗎？或是養主為它規定遠期呢? 知道目不能

見的主，他不容哪一個人知道他的隱秘；……」
15。但話雖如此，《古蘭經》卻還是

主動向我們多少啟示傳達了未來將要發生之末日、人的復活、審判，以及死後世界

的情形。 
 

其次，再讓我們針對死後存在狀態的第一階段，即人的靈魂等待末日審判的階

段，進行一些補充的說明。若根據《古蘭經》之解釋，處於「看得見的」今世與「看

不見的」後世之間，其實存在著一個具有鏈結或橋樑功能之過渡期間（transition 
period），這個期間被稱為「巴爾撒克」（Barzakh），我們可將其圖示如下： 

 
 

○═══○ 
                  看得見的今世生活   巴爾撒克   看不見的後世生活 

 
 

在伊斯蘭末世論思想中，「巴爾撒克」此一期間，無非就是人的身體死後，人的靈魂

於其中等待著被「阿拉」末日審判的「期間」或「空間」。而Barzakh在阿拉伯文的

使用中，其基本的意義是「屏障」，故而在此可說，它所表示的意義正是今世生活與

後世生活之間的一道「屏障」，一道「大門」。《古蘭經》在語詞上的使用意義上，顯

然承繼了阿拉伯文的基本用法，因為在《古蘭經》看來，人的身體死亡而離開今世

生活後，就再也不能回到那裡，返回今世生活的「巴爾撒克」之大門已被關上，人

的靈魂已進入了往向後世生活的一條道路16。正如《古蘭經》如此說道： 
 
等到死亡降臨他們中，一旦有人臨危時，他才說：「我的主啊！求你讓我返回

人間，也許我能借我所遺留的財產而行善。」絕不然！這是他一定要說的一

句話，在他們的前面，有一個屏障，直到他們復活的日子。17

 
在伊斯蘭教的思想中，今世對人類而言僅是一個暫時的考驗世界，真正的世界

                                                 
14 參見馬堅：《古蘭經》，33 章 63 節。 
15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72 章 25-26 節。 
16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p.8. 
17 參見馬堅：《古蘭經》，23 章 99-100 節。 

 86



卻是死後世界（即末日審判後的後世）。人死了以後會離開今世，而在「巴爾撒克」

期間或空間內等待著將進入永恆之後世的日子，也就是今世末日，且當今世末日時，

將與「巴爾撒克」期間或空間內的所有其他靈魂一起被「阿拉」審判，然後則按審

判的結果被派入永恆的後世。而按《古蘭經》之解釋，這永恆的後世則又包含了兩

個領域，一個是「阿拉」應允賜給在今世行善的信徒之禮物——大花園，也即天堂；

另外一個則是「阿拉」對不信祂且在今世不行善的人之懲罰——宣判大火，也即地

獄18。正如《古蘭經》中有著許多描寫天堂與地獄的相關經文： 
 

你當向信道而行善的人報喜；他們將享有許多下臨諸河的樂園，每當他們得

以園裡的一種水果為給養的時候，他們都說：「這是我們以前所受賜的。」其

實，他們所受賜的是類似的。他們在樂園裡將享有純潔的配偶，他們將永居

其中。19

 

如果你們懷疑我所降示給我的僕人的經典，那末，你們試擬作一章，並捨真

主而祈禱你們的見証，如果你們是誠實的。如果你們不能作──你們絕不能

作──那末，你們當防備火獄，那是用人和石做燃料的，已為不信道的人們

預備好了。20

 

 

 

第二節 古蘭經中人之「生死」 

 
在伊斯蘭教的經典《古蘭經》中，「生死」的觀念可說是最為重要的幾個根本問

題之一。而對於從「阿拉」得到生命的每一個萬物而言，死亡自然也是一種不可避

免的必經過程，但死亡卻不意味著是生命的結束。 
 
若按伊斯蘭教思想，不僅萬物之生是由「阿拉」所決定的，就連萬物之死也同

樣也由祂所決定。而在一切有生有死的萬物當中，具有最為特殊地位的人類之生與

死，顯然仍是此處為我們所最為關注的。我們先前曾說，按照埃爾祖魯姆．伊伯拉

亨姆．哈克．艾凡第的《天賦書》之解釋，「阿拉」創造的第一個人，也即作為人類

始祖的亞當，是被「阿拉」以水與土結合而成的泥土所創生出來的，且「阿拉」還

教他一切事物的名稱，讓他作上位者，甚至命令所有的天使和魔鬼都要尊敬他，並

給他一位配偶夏娃而讓他們在天堂裡過著完善美好的生活。但「阿拉」要求亞當與

夏娃不能靠近被「阿拉」所禁止的「知善惡樹」，就可永遠留在美好的樂園中，但無

                                                 
18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U.S.A :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81. 
19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25 節。 
20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23-24 節。 

 87



法抵抗自己過度欲望的夏娃則被魔鬼所欺騙，不僅靠近「知善惡樹」且還吃了樹上

的禁果，甚至後來還將禁果拿給亞當吃。因為他們反對了「阿拉」的命令而偷嚐了

禁果，「阿拉」於是處罰他們，讓他們從樂園摔下到了冷空的大地上，並且從此有了

死亡。因為反對「阿拉」的命令，被趕出樂園而掉到世界中的亞當，由於痛苦懊悔，

在掉到世界中的往後 200 年中，於印度的一座山上不斷地發誓並同「阿拉」悔過，

於是在掉到世界中的 200 年後獲得了「阿拉」的原諒，並在大地上找到了夏娃，他

們在世界上共生活了 2000 年，且繁衍了許許多多的後代。亞當首先過世，他離去

40 年後夏娃也跟著過世了，人類的故事於是就如此展開了21。《古蘭經》有段經文，

所表達的正是亞當與夏娃的遭遇： 
 
  祂說：「亞當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樂園吧！你們倆可以任意吃園裡所有豐 

  富的食物，你們倆不要臨近這棵樹；否則，就要變成不義的人。」然後，惡 

  魔使他們倆為那棵樹而犯罪，遂將他們倆人從所居的樂園中誘出。我說：「你 

  們互相仇視下去吧。大地上有你們暫時的住處和享受。」然後，亞當奉到從 

  主降示的幾件誡命，主就恕宥了他。……22

 
夏娃與亞當的偷嚐禁果，可說是人類各種罪惡的開端（雖然伊斯蘭教並不認為

人類生來就帶有「原罪」），而致使夏娃與亞當經不住魔鬼的誘惑，受過度欲望的驅

使，為了「如上帝般擁有知善知惡的能力」而偷嚐了「知善惡樹」的果實，若從以

《古蘭經》經義為本的蘇非教派看來，則無非是因為他們本身都具有「精神生命力」

（Nafs/spiritual vitality），也即由人類生命的「植物性」（vegetative）與「動物性」（animal）
方面所組成之「生理本性」（physical nature），以及「較低的」、「以自我為中心的」、

「強烈情感的」（a "lower", egotistical and passionate human nature）人類本性23。而按

穆斯林人類學的觀點進一步言之，人類不僅是由此種「精神生命力」所組成，「人類」

（Insan/human）的存在組成特性也當包括有「身體」（Bashar/body）與「靈魂」（Ruh）
24。圖示如下： 

 
 
 
 
 

 
 

                                                 
21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sy.36-37. 
22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5-3 節。 
23 參見Robert Frager. Heart, Self, & Soul:The Sufi Psychology of Growth, Balance, and Harmony, USA, 
Washington D.C..Quest Books,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48-9. 
24 參見John Bowker, The Meanings of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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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Insan/human） 
──────────────────── 

↓                        ↓ 
身體（Bashar/body）      ──────────── 

                          ↓                   ↓ 

                      靈魂（Ruh/soul）   精神生命力（Nafs/spiritual vitality）  

    

 
在此，「身體」所指的當然就是人的「肉身形體」，至於「靈魂」（Ruh/soul），

據《古蘭經》所言，則是當人的身體還在母親子宮裡作為一塊肉時，由「阿拉」將

自身的精神所吹入而獲得的，且在人的身體死亡後，靈魂還將離開肉身形體繼續生

活，在「巴爾撒克」的期間與空間中等待末日審判的到來，一旦末日來臨，靈魂則

又將與自身的肉身形體相結合，並接受「阿拉」對於其今世生活的審判，以及其後

世生活的決定。相較於「Nafs」在阿拉伯文的使用中表示著「自身」（self）與「心

理的東西」（psyche），以及蘇非教派通常將其進而視為「迷誤的自我」（false ego），

「Ruh」在阿拉伯文的使用中則表示著「靈魂」（soul），若從以《古蘭經》經義為本

的蘇非教派來看，則更被進而視為「不朽的超自我的真實自身」（immortal transegoic 
true self），也即可經由嚴格的宗教遵行來淨化作為「盲目生命力量」（blind life force）

之「精神生命力」，而被達到之「精神的照明」（Tajliyya-I-Ruh/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25。 

 
由上述的說明中，我們可以看出「Nafs」，作為「精神生命力」，作為「心理東

西自身」之「迷誤的自我」，其實可說就是「靈魂的較低部分」，而今世中之「身體」

與「靈魂」的結合，也正是經由其來完成的26。「Nafs」作為靈魂的較低部分，其具

有著結合身體而來以自我為中心的各種生理本性與欲望，且往往會發生過度要求而

不滿足的情形，若人不設法控制，甚至反倒成為其奴隸，那麼人必將無法回歸於起

源的根本——「阿拉」。《古蘭經》時常勸誡人們要對「Nafs」加以節制，因為在今

世始終被自身的「Nafs」所影響支配的人們，在後世是要當地獄大火之最好朋友的。

這些有關「Nafs」的有關涵義，在《古蘭經》中都有其例子：「我確曾造化人，我知

道他的靈魂對他所悄悄建議的(心中所起的欲念)，因為我比他頸上的靜脈更接近

他。」27，「你們當量力地敬畏真主，你們當聽從祂的教訓和命令，你們當施捨，那

是有益於你們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貪吝者，確是成功的。」28，「……凡你所享的

福利，都是真主降賜的；凡你所遭的禍患，都是你自討的。……」29。在此，不論

                                                 
25 參見Robert Frager. Heart, Self, & Soul:The Sufi Psychology of Growth, Balance, and Harmony ,p.4. 
26 參見John Bowker, The Meanings of Death, p.108. 
27 參見馬堅：《古蘭經》，50 章 16 節。 
28 參見馬堅：《古蘭經》，64 章 16 節。 
29 參見馬堅：《古蘭經》，4 章 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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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段經文中的「靈魂」，還是第二段經文中的「自身」，甚或第三段經文中的「自」，

原文都是使用指稱靈魂較低部分的「Nafs」這個字。 
 

正如從以《古蘭經》經義為本的蘇非教派來看，「Ruh」，作為經由嚴格的宗教

遵行潔淨轉化「精神生命力」（「Nafs」）或即「迷誤的自我」，而來之「精神的照明」

或即「不朽的超自我的真實自身」，其實無非就是「靈魂的較高部分」。至此可知，

一個人於今世中的具體存在，當是由作為「肉身形體」之「身體」、作為「靈魂的較

低部分」之「精神生命力」、作為「靈魂的較高部分」之「精神的照明」（或即相對

「精神生命力」而言之「靈魂」）所組成。它們三者以互相影響的聯合運作方式，形

成出於今世中具體存在之一個生理（生物）-心理的人，在生理（生物）方面，作為

「肉身形體」之「身體」具有著諸官能（內臟的有機營生、感官的感覺、神經的資

訊傳遞、腦的資訊邏輯處理與思想判斷等）的器官系統，以及可運動的軀幹與肢體；

在心理方面，作為「靈魂的較低部分」之「精神生命力」，則具有結合身體而來的、

以自我為中心的各種生理欲望，而作為「靈魂的較高部分」之「精神的照明」，則具

有不受各種生理欲望所影響支配之知識（包括感覺、知覺、思想、判斷等）、情感與

意志等能力。若人缺少它們三者中的任何一者，那麼人就不是一個於今世中具體存

在的人了，就算是伊斯蘭教所說的「聖人」也不例外，因為，「聖人」也和「一般人」

一樣，具有著「身體」、「精神生命力」與「精神的照明」，兩者間的根本差別始終還

在於，「聖人」致力於以「Ruh」來教訓「Nafs」，不讓「Nafs」有過分不合理之生理

欲望的要求，不讓「Nafs」反過來影響支配「Ruh」，這正是《古蘭經》要求今世之

人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責任。 
 
不論是作為「靈魂的較低部分」的「Nafs」，還是作為「靈魂的較高部分」的

「Ruh」，它們都同歸屬於人的「靈魂」，並且共同組成了人的「靈魂」。若按《古蘭

經》的解釋，人的「靈魂」於今世中，雖說能與人的「身體」相結合而運作，但在

兩種特殊情形下，人的「靈魂」卻可離開人的「身體」，一種情形是人處於「睡眠」

的狀態中，另一種則是人的「身體」進入「死亡」狀態之後。在《古蘭經》看來，「阿

拉」在人們睡覺時會取走他們的「靈魂」，然後則會將今世生活時間未盡的人之「靈

魂」再次放回他們的「身體」裡，今世生活時間已盡的人之「靈魂」則會扣留不放： 
 
人們到了死亡的時候，真主將他們的靈魂取去；尚未到死期的人們，當他們

睡眠的時候，真主也將他們的靈魂取去。他已判決其死亡者，他扣留他們的

靈魂；他未判決其死亡者，便將他們的靈魂放回，至一定期。……。
30

 

在《古蘭經》此段經文所提到之人的「靈魂」可離開人的「身體」的兩種特殊

情形中，人的「身體」進入「死亡」狀態後，人的「靈魂」將離開身體的此種情形，

                                                 
30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4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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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按我們過去的理解，人的「靈魂」還將進入「巴爾撒克」的期間與空間中等待末

日審判的到來，一旦末日來臨，人的「靈魂」則又將與自身的「身體」相結合而「復

活」31，並接受「阿拉」對於其今世生活的審判，以及其後世生活的決定；然而，

人處於「睡眠」狀態，其「靈魂」將被「阿拉」取走，人醒來時，其「靈魂」又將

被「阿拉」所放回的此種情形，若相較於前種情形所將經歷之大的「死亡」與「復

活」的過程，也可類似地說是一種小的「死亡」與「復活」的過程
32。 

 

根據重要的伊斯蘭思想家加札利（Ghazzali）（1058-1111）的想法，「睡眠」與

「死亡」就像是雙胞胎一樣，當睡覺時，人會進入一種失去「身體」感覺的狀態，

這種狀態和人的「身體」死後之「靈魂」的狀態是差不多的，換句話說，人睡覺時

「身體」與「靈魂」之關係與死亡時「身體」與「靈魂」之關係是很類似的。在這

兩種情形裡，人的「身體」要不幾乎失去意識，要不完全失去意識，人的「靈魂」

都會離開「身體」而與另一世界有所接觸，睡覺的人與另一世界的接觸較為短暫，

因為其「靈魂」會再次回來與其「身體」重新結合，但死人的「靈魂」直到末日來

臨前，都不會再次回來與其「身體」重新結合
33。 

 

加札利還認為，人清醒時所無法發現且理解的許多事實，在人睡覺時則有可能

被發現且理解34。甚至按先知穆罕默德的看法，人死後才有可能完全發現且理解生

前所難以發現且理解的事實，他曾說：「在今世中人們都正在睡覺，他們死了以後才

會醒過來。」35。若按重要波斯伊斯蘭思想家穆拉‧沙德拉（Mulla Sadra）（1571-1640）

的解釋，穆罕默德所提及的人死後完全發現且理解生前所難以發現且理解的事實之

能力，無非就是超乎一般心智作用的想像力或夢的作用，而經由想像力或夢的作用，

人可以經驗到今世以外的存在東西，因為想像力或夢的作用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可

以想像或夢出原先不存在的東西36。在加札利看來，想像力自由運作的最佳例證就

在於睡夢活動，雖說睡夢活動的想像內容，也可能受到個人的內在心情、外在世界

的事物之介入影響，但是，人在睡夢活動中，確實可以無限自由地使用想像力來發

現且理解今世以外的許多事實。在加札利看來，人的身體很像是將人的靈魂遮蓋起

來的黑布，這塊黑布阻礙了靈魂去發現且理解今世以外的許多事實，而當「死亡」

                                                 
31 有的伊斯蘭思想家認為，人的「身體」死亡後既然會腐壞分解，那麼末日來臨時的「復活」，顯然

僅能意味著人的「靈魂」從「巴爾撒克」期間與空間走出之「復活」，在他們看來，人的「靈魂」在

「巴爾撒克」的期間與空間裡，是沒有「生活」可言的，故也可說人的「靈魂」是處在類似於「死

亡」的「不活動」狀態中。有的伊斯蘭思想家卻認為，人的「身體」死亡後雖然會腐壞分解，但末

日來臨時將會被「阿拉」再次復原，故將與自身的「靈魂」相結合而「復活」。 
32 參見John Bowker, The Meanings of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8. 
33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USA,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p.49. 
34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U.S.A :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96. 
35 “People are asleep, but when they die, they wake up.”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U.S.A :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91. 
36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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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塊黑布（即身體）從人的靈魂上拿掉後，人的靈魂才自此能夠自由無限地發現

且理解另一世界的許多事實。然而，畢竟「死亡」並不僅只能是「身體」之死，諸

如《古蘭經》經文所說：「你確忽視此事，現在我已揭開你的蒙蔽，所以你今日的眼

光是銳利的。」
37；「死亡」也能是「睡夢」之死，因為睡夢可說是一把預先開啟真

正永恆世界的鑰匙，它先行帶給人們有關另一世界的各種知識，也正因此，加札利

甚至還認為，睡夢活動無非就是一種「靈魂」與「身體」終將因「身體」之死而分

離之「死亡」的預備練習。38

 

不論是「睡夢」之死，還是「身體」之死，「死亡」在伊斯蘭教看來，絕非意味

著「生命」與「生活」的終止結束，相反地，它反倒為「生命」帶來了全新的契機。

正如伊斯蘭教蘇菲派神秘主義詩人、教法學家魯米（1207-1273）曾說：「如果你怕

死亡，你是怕你自己。仔細看!那個醜陋的臉是你的，並不是死亡的臉。你的靈魂是

一棵樹，死亡則是那棵樹的葉子。39」，因而在魯米看來，「死亡」是「靈魂」之自

然的連結部分，如葉子有益於樹木一般，能為「靈魂」帶來許多幫助與好處，不僅

讓「靈魂」脫離了「身體」而得到自由，更讓「靈魂」具有獲得無限的「重生」之

可能。 

 

「死亡」後的「重生」或是「復活」之事，在《古蘭經》的許多經文裡都有提

及，此處我們不妨先舉出幾個例子：「……你們必定死亡，然後，你們在復活日必定

要復活。」40，「祂創造眾生，然後再造他們，再造對於祂是更容易的。……」41。

若就《古蘭經》所言，顯然「重生」或「復活」，將於「死亡」之後的末日發生，且

正如我們先前已說（許多伊斯蘭思想家如此認為），當末日來臨時，人原有之腐壞分

解的「身體」，將會被具有「無中生有（讓不存在變成存在）」的創造能力的「阿拉」

再次復原，並將其與人的「靈魂」相結合而「重生」或「復活」。 

 

然而，我們當注意，此處所言「死亡」後的「重生」或「復活」，按《古蘭經》

的解釋，僅僅意味著末日來臨時所發生的「重生」或「復活」，那日，今世幾乎所有

的萬物都將死亡，且今世將會完全消滅，「阿拉」會命令天使「伊斯拉費爾」（Israfel）
吹響號角（Sur），當他吹起第一聲時，今世幾乎所有的萬物都將昏睡，當他再吹起

第二聲時，那些昏睡的萬物則將甦醒過來，所有萬物因而都將準備接受「阿拉」的

審判，《古蘭經》如此說道：「號角一響，凡在天地間的，都要昏倒，除非真主所意

欲的。然後，號角再響一次，他們就忽然站起來，東瞻西顧的。」42。 

                                                 
37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42 節。 
38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p.396. 
39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p.397. 
40 參見馬堅：《古蘭經》，1，23 章 15-16 節。 
41 參見馬堅：《古蘭經》，30 章 27 節。 
42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6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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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伊斯蘭教所講之「死亡」後的「重生」或「復活」，並沒有諸如佛

教所說的「轉世」意義，伊斯蘭教並不認為一個靈魂能夠藉由重新投胎入完全不同

的新身體而回到今世，因為「阿拉」創造了一個「巴爾撒克」的期間與空間，它作

為一個屏障，一個門，阻擋了在「身體」的「死亡」後離開今世而進入其中的「靈

魂」，讓其不能再度回返今世（然而在「睡夢」之死的情形中，人的「靈魂」雖也離

開身體、離開今世而與今世以外有所接觸，但人的「靈魂」則不受「巴爾撒克」的

阻擋，它會再次回到今世的「身體」中而甦醒過來，且幾乎都記不起「靈魂」在今

世以外的各種經驗）。 

 

對於「人類」所具有的「生」與「死」，《古蘭經》是如此表示的：「你們怎麼不

信真主呢？你們原是死的，而祂以生命賦予你們，然後使你們死亡，然後使你們復

活；然後你們要被召歸於祂。」43，「他們要說：我們的主啊！你使我們死兩次，你

使我們生兩次，故我們承認我們的罪過了。……」44。此處提到了兩種「生」與兩

種「死」，第一種「死」，表示的是我們過去所談到的人被「阿拉」創生之前的潛在

狀態，也就是人來到今世之前的永恆原型的潛在狀態，而第一種「生」（birth），則

表示我們過去所論及的「阿拉」直接讓亞當與夏娃存在的「創生」，以及「阿拉」經

由祂直接創生的亞當與夏娃，間接地創生出後代人類的「出生」；至於第二種「死」

（death），則是我們前頭才說明過的人在今世中的「身體」之死，也就是在「身體」

死後，人的「靈魂」離開了今世而進入「巴爾撒克」的期間與空間之「死亡」，第二

種「生」則是我們前頭才說明過的，代表人的「身體」死後，「靈魂」離開了今世而

進入「巴爾撒克」，待末日來臨時的「重生」（resurrection）或「復活」。 

 
不過，我們必需注意，若按《古蘭經》之解釋，就算人的「靈魂」藉由「睡夢」

之死而能與今世以外有所接觸，但人的「靈魂」幾乎都會記不起此等接觸的經驗，

這也就是說，人的「靈魂」對今世以外幾乎無任何知識可言。因為，只有「阿拉」

才真正無所不知，甚至連祂所派任的先知們，對今世以外幾乎也沒有任何知識。《古

蘭經》如是說：「你說：除真主外，在天地間，沒有一個知道幽玄，他們不知道甚麼

時候復活。」45，「真主集合眾使者的日子，將問他們說：你們所得的答覆是甚麼？

他們將說：我們毫無知識。祢確是深知幽玄的。」46。 
 

至此，我們只是約略地說明了在人的「身體」死亡，人的「靈魂」離開今世之

後的一般情形，但若詳盡說來，由於《古蘭經》對今世以外部分的解釋也並不多，

不同的伊斯蘭教教派與伊斯蘭教思想家，往往對此都有著許多不同的見解，故我們

                                                 
43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28 節。 
44 參見馬堅：《古蘭經》，40 章 11 節。 
45 參見馬堅：《古蘭經》，27 章 65 節。 
46 參見馬堅：《古蘭經》，5 章 1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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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確有必要稍加作些補充。當代伊斯蘭教學者Jane Idleman Smith與Yvonne 
Yazbeck Haddad，曾在《有關死亡與重生之伊斯蘭教的理解》（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一書中，將對今世以外部分有著不同見解的伊斯蘭教教

派與伊斯蘭教思想家大致分為三類，分別是傳統主義者、現代主義者與降靈術者47。

而按照兩位學者的看法，大部分的伊斯蘭教傳統主義者對今世以外具有不少見解，

但他們大多不傾向以開放的態度來進行討論，因為他們大多認為，人的今世與今世

以外的遭遇，無非都由「阿拉」所預定，不管人怎麼討論都無法改變「阿拉」的決

定與命令。伊斯蘭教現代主義者，則較傾向以科學與哲學的方法來思考問題，因而

他們往往會以理性開放的態度來進行深入討論，且時常批判伊斯蘭教傳統主義者的

迷信。至於伊斯蘭教降靈術者，則是直到十九、二十世紀，才經由西方降靈術與伊

斯蘭哲學的融合而發展出來之新的派別與思想系統。 
 
大部分的伊斯蘭教傳統主義者認為，人死亡後靈魂會離開身體，且對於信仰「阿

拉」並遵從祂的要求而度過今世生活的人來說，死亡將是一種既簡單又輕鬆的經驗，

但對於不信仰「阿拉」並違反祂的要求而度過今世生活的人來說，死亡則將是一種

既恐怖又痛苦的經驗。若按加札利的看法，當人死亡而被埋入土裡後，原先離開身

體的靈魂會再次回來與身體相結合，相結合的靈魂與身體將在墳墓中將被「阿拉」

派來的天使們審問其有關信仰方面的問題，若回答對了，相結合的靈魂與身體就可

以較輕鬆地等待著某日而進入「巴爾撒克」，直到審判的末日來臨，但若答錯了，就

會在墳墓中經驗到如地獄般的痛苦，直到相結合的靈魂與身體進入「巴爾撒克」後

才會結束，而這些可說是相結合的靈魂與身體在末日審判來臨前就已受到的獎賞或

刑罰，且獎賞或刑罰都是出於「阿拉」的命令，人是不能問「理由與標準為何」的，

而最終的回答總是如此：「因為阿拉是這樣命令的」。但是，對於大部分的伊斯蘭教

現代主義者來說，靈魂與身體再次相結合而在墳墓裡被獎賞或處罰是不合理的，他

們認為，人的「靈魂」在身體死後離開了身體，又再次與「身體」相結合而在墳墓

中被天使們審問並受到應有的獎賞與刑罰，這些都是很難被有效證明的，況且《古

蘭經》根本沒有提到這些事。他們並不將死亡看成極為恐怖與痛苦之事，因為在他

們看來，死亡是人的一種自然遭遇，死亡只是意味著人的「靈魂」將從一個地方轉

換到另外一個地方罷了，離開了身體、今世的種種困難與煩惱，反而讓「靈魂」得

到了休息的機會。且在他們的想法中，今世與後世之間的「巴爾撒克」，是只有人的

「靈魂」才能經驗、而人的「身體」不能一起進入之一個轉換過程，而人的「靈魂」

在身體死後離開了身體，也是僅在末日來臨時才會受到「阿拉」的審判，並得到應

有的獎賞與刑罰48。而對於伊斯蘭教降靈術者來說，人的「靈魂」則具有三個生命

                                                 
47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pp.101-126. 
48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pp. 47-48、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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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第一個是出生到今世之前的生命階段，第二個是今世的生命階段，第三個是

身體死亡而離開今世之後的生命階段。且在他們看來，人的「靈魂」都具有「阿拉」

所附予的「超越能力」，人的「靈魂」可通過這種能力而與今世以外的其他靈魂相溝

通，甚至今世以外的其他靈魂也可對今世施加影響力量，以產生出某些聲音或外相

而與今世人的「靈魂」相溝通。有些降靈術者也認為，當人睡夢時，靈魂會離開身

體而在「巴爾撒克」與其他靈魂遭遇，且人在睡夢中所夢到的許多事物，多少也都

和死後將去的後世有關。且他們也認為，在今世中多做善事的人的「靈魂」，死後將

能繼續看得到今世的親朋好友，但在今世做不少壞事的人的「靈魂」，死後都必須按

照「阿拉」的命令留在墳墓中，等待末日審判的來臨49。 
 
一般說來，「死亡」幾乎讓人感到害怕與絕望，這不僅出於「死亡」的難以理解、

「死亡」的無可抵抗，更出於「死亡」似乎一次剝奪了生命的所有可能性，讓珍貴

的生命從此結束消滅。但若從伊斯蘭教經典《古蘭經》來看，「死亡」的意義卻大不

相同，因為「身體」之死雖對人而言確實為必然經歷之事，但人的「靈魂」卻不曾

真正地伴隨著一起死亡、結束消滅，今世對人而言無非僅是一個暫時的考驗世界，

身體對人而言也無非只像是一件「阿拉」借給人用來包裹「靈魂」的外衣。故而，

在伊斯蘭教尚未出現於阿拉伯半島前的阿拉伯人看來是一種令人感到無能、絕望而

無法避免的生命結束之「死亡」，在伊斯蘭教看來卻不是一種令人感到絕望的生命結

束，因為人的「靈魂」是不會真正死亡、結束消滅的，人的「靈魂」在「身體」死

後離開了今世，還有另一個永恆的後世等待著他，因此「死亡」反倒開啟了生命向

另一階段的轉換，從今世向後世的過渡轉換50。 
 
至此，我們已大致說明過了伊斯蘭教經典《古蘭經》所言之人的「生」與「死」

的基本意義。在人的「生」的意義部分，包括人的「靈魂」與「身體」之「創生」、

「出生」（間接的創生）、「生命」（活的能力或活的存在）、「生活」（不斷地從潛在可

能的存在狀態向現實的存在狀態形成發展之整個過程），以及人的「靈魂」之「重生」

或「復活」（大部分的伊斯蘭教傳統主義者，甚至認為人的「身體」也會結合伴隨著

人的「靈魂」一起「重生」或「復活」）。至於人的「死」的意義部分，則包括有人

的「靈魂」與「身體」創生或出生（間接創生）於今世前之「死的狀態」、人的「身

體」之「睡夢的死」、人的「身體」之「身體的死」。不過，雖然根據伊斯蘭教經典

《古蘭經》的見解，人的「靈魂」一旦被「阿拉」所創生或間接創生（出生），他是

不會真正死亡、結束消滅的，但確實還另有一種極具特殊意義的「靈魂」之死，頗

值得我們在此更進一步來探討。 
 
這種極具特殊意義的「靈魂」之死，當然一點也不意味著「靈魂」被「阿拉」

                                                 
49 參見Jane Idleman Smith＆Yvonne Yazbeck Haddad,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pp. 116-121. 
50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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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創生或間接創生（出生）之後的真正死亡、結束消滅，而其所意味的，則是人生

活在今世中，不努力遵行「阿拉」嚴格的命令與教喻，不淨化作為「靈魂的較低部

分」的「精神生命力」（即具有著結合「身體」而來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各種生理本

性與欲望之「迷誤自我」/「Nafs」）而讓作為「靈魂的較高部分」的「精神的照明」

（即「阿拉」為考驗「人」對祂的重視與尊敬，而將自身「神聖本質的不變屬性」

類似卻有所限制地分給人類之認識、意志、情感，甚至語言、創造等等高度的心靈

能力，亦即「不朽的超自我的真實自身」/「Ruh」）受到過分不合理的各種生理欲望

的影響支配，因此使「靈魂」的各種「良善的」心靈能力無法健全地發揮，使「靈

魂」陷入了一種「墮落的」狀態。 

 

第三節 古蘭經中人之「墮落」 

 
正如我們過去所言，在伊斯蘭教看來，「阿拉」最初是出於「仁慈」（「拉梅特」）

才創生了人類的始祖亞當與夏娃，並為了考驗他們是否真得能夠重視且尊敬他們的

創造者，而將自身「神聖本質的不變屬性」類似卻有所限制地分給他們，即賦予他

們認識、意志、情感，甚至語言、創造等等高度的特殊心靈能力，且創造出了宇宙

萬物。然而，「阿拉」賦予人類此等高度特殊的心靈能力，且創造出宇宙萬物，又與

考驗人類是否重視、尊敬其創造者有何關係呢？若據《古蘭經》看來，顯然無非是

為了讓人類有能力擔任「阿拉」的代理者（人類因而是宇宙萬物當中地位最高者），

以此考驗人類是否能遵從「阿拉」的命令，妥善地代替「阿拉」管理宇宙萬物。《古

蘭經》有幾段經文是這樣說的：「當時，你的主對眾天使說：「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

一個代理人。」……」51，「難道你們不知道嗎？真主曾為你們制服天地間的一切，

祂博施你們表裡的恩惠。……」52，「祂在六日之中創造了天地萬物，……以便祂考

驗你們，看你們中誰的工作是最優的。」53。《古蘭經》又曾說： 

 
當時，你的主對眾天神說：「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理人。」……祂將萬

物的名稱，都教授亞當……祂說：「亞當啊！你把這些事物的名稱告訴他們（眾

天使）吧。」……當時，我對眾天使說：「你們向亞當叩頭吧！」他們（眾天

使）就叩頭，惟有易卜劣廝不肯，他自大，他原是不信道的。54

 
從上述最後一段經文，我們見到了眾天使中，只有大天使長易卜劣廝不願意接

受「阿拉」的命令。但何以如此？這無非是因為他驕傲自大地覺得自己的各種能力

                                                 
51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0 節。 
52 參見馬堅：《古蘭經》，31 章 20 節。 
53 參見馬堅：《古蘭經》，11 章 7 節。 
54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0-1、3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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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都不輸給亞當，甚至勝過亞當：首先，他覺得自己是由較高級的物質火所組成，

但亞當卻只是由較低級的物質泥土所組成；其次，他也覺得自己比亞當（人類）更

有用處；再其次，他甚至覺得自己比亞當更崇拜信仰「阿拉」，因人只要一有機會，

就會違抗「阿拉」的命令。易卜劣廝還為此請求「阿拉」，給他一段時間來證明亞當

（人類）忘恩負義的本性，而在「阿拉」應允後，易卜劣廝於是先在樂園裡引誘夏

娃與亞當，讓他們禁不起誘惑而違反「阿拉」要求不能臨近「知善惡樹」的禁令，

甚至還偷嚐了禁果，因此與易卜劣廝一起被「阿拉」驅逐出了樂園。正如《古蘭經》

所描述：「我說：亞當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樂園吧！你們倆可以任意吃園裡所有豐

的食物，你們倆不要臨近這棵樹；否則，就要變成不義的人。」55，「然後，惡魔使

他們倆為那棵樹而犯罪，遂將他們倆人從所居的樂園中誘出。我說：你們互相仇視

下去吧。大地上有你們暫時的住處和享受。」56。 
 

並且，與亞當、夏娃一起被「阿拉」驅逐出樂園的易卜劣廝，在今世中仍不放

棄繼續引誘亞當、夏娃，以及他們的後代人類做出違抗「阿拉」命令之事，以便證

明人類對「阿拉」的忘恩負義。同時，易卜劣廝，也正因著自身的驕傲自大與對人

類的嫉妒加害，而變成了一個名符其實的「魔鬼」。 

 

然而，雖說「阿拉」將亞當與夏娃驅逐出了樂園，但「阿拉」作為「創造者」

始終是仁慈寬大的，故祂仍給予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人類在今世中再次接受考驗的

機會，並且也會先後派出許多能夠引導人類走上正確道路的眾先知（諸如大衛、摩

西、耶穌，以及最後一位先知穆罕默德）與眾經典（諸如《舊約聖經》、《新約聖

經》，以及最後一部經典《古蘭經》）。《古蘭經》有幾段經文如此說道：「祂說：

你們都從這裡（天堂）下去吧！我的引導如果到達你們，那末，誰遵守我的引導，

誰在將來沒有恐懼，也不憂愁。……」57，「為我而奮鬥的人，我必定指引他們我的

道路，真主確是與善人同在一起的。」58。 

 

並且，不論人類聽從了眾先知與眾經典的引導而奉行「阿拉」的命令去行善，

還是不聽從了眾先知與眾經典的引導而違抗「阿拉」的命令去做惡，當今世結束時，

人類都將接受「阿拉」的末日審判，「阿拉」將以他們在今世中的所作所為為依據，

判斷決定他們將被派往永恆後世的天堂或地獄。 

 
但至此，根本重要的問題無非還是，為何「人類」會禁不起「魔鬼」的各種誘

惑而犯下各種罪行呢？其實，一如我們過去所提及的，這無非是由於人類擁有「靈

魂的較低部分」的「精神生命力」（即具有著結合「身體」而來的、以自我為中心的

                                                 
55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5 節。 
56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6 節。 
57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8-39 節。 
58 參見馬堅：《古蘭經》，29 章 6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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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生理本性與欲望之「迷誤自我」/「Nafs」），而正是這種「靈魂的較低部分」的

「精神生命力」，才讓「靈魂的較高部分」的「精神的照明」（即具有認識、意志、

情感，甚至語言、創造等等高度心靈能力之「不朽的超自我的真實自身」/「Ruh」）

受到過分不合理的各種生理本性與欲望的影響支配，而使得人類禁不住「魔鬼」的

引誘，最初在樂園裡，妄想如同「阿拉」一樣，具有「知善知惡」的能力，成為自

己的主人，因而違抗「阿拉」命令而偷嚐了禁果，在被驅逐出樂園之後，則在今世

中繼續犯下各種不該犯的罪行。 
 

而這種具有認識、意志、情感，甚至語言、創造等等高度心靈能力之「不朽的

超自我的真實自身」（「Ruh」），受到具有著結合「身體」而來的、以自我為中心的

各種生理本性與欲望之「迷誤自我」（「Nafs」）過分不合理的影響支配的狀態，可說

就是「靈魂」的「良善的」心靈能力無法健全發揮的一種「墮落」狀態，且這種「靈

魂」的「墮落」狀態，既然無非意味著「靈魂」的「良善的」心靈能力的無法健全

發揮，那麼當然也可將其說成是一種極具特殊意義的「靈魂」之死。 
 

人類若想避免在末日審判後被「阿拉」派往後世的永恆地獄，而想被派往後世

的永恆天堂，那麼唯一的選擇機會，便是必需預防人的「靈魂」在今世中「墮落」、

「特殊死亡」。而實際的預防方法，則是必需聽從眾先知與眾經典的引導、遵行「阿

拉」的命令與教訓，在今世中不斷淨化自身的「Nafs」，持續以自身的「Ruh」來節

制自身的「Nafs」，並隨時隨地努力行善，如此才能走上「阿拉」為人類所安排的正

確道路，才能在末日審判後回歸到「阿拉」為人類所安排的後世的永恆樂園。諸如

《古蘭經》所言：「你們當量力地敬畏真主，你們當聽從他的教訓和命令，你們當

施捨，那是有益於你們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貪吝者，確是成功的。」
59，「至於怕

站在主的御前受審問，並戒除私慾的人，樂園必為他的歸宿。」60。 
 

雖然「Nafs」對人的壞處很多，但「靈魂」若沒有「Nafs」，「靈魂」就無法與

「身體」相結合61，亞當與夏娃因而就不可能生存於樂園裡，後來他們與他們的後

代人類也因而就不可能生存於今世中，接受各式各樣的考驗，甚至如先前所說，大

部分伊斯蘭教傳統主義者認為人的「身體」將於今世結束時，結合伴隨著人的「靈

魂」一起得到「重生」或「復活」，並在接受末日審判後被「阿拉」派往永恆後世的

天堂或地獄，這些都將是不可能的。 
 
重要伊斯蘭思想家埃爾祖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就曾在其《天賦

書》中論及，「靈魂」除了包含「人性的」（humanely）「Nafs」以外，還包含有「獸

                                                 
59 參見馬堅：《古蘭經》，64 章 16 節。 
60 參見馬堅：《古蘭經》，79 章 40-41 節。 
61 參見John Bowker, The Meanings of Death,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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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bestial）「Nafs」。他指出，在剛出生嬰兒的靈魂中，「人性的」「Nafs」與「獸

性的」「Nafs」所產生的影響力是平等的，但在他隨著時間不斷成長的過程裡，將逐

漸形成一種「Nafs」影響力勝過另一種「Nafs」影響力的情形，且具有較強影響力

的「Nafs」，也將會對「較高的靈魂部分」發揮較強的引導作用，逐漸形成一個人的

性格。他認為，「獸性的」「Nafs」正是過度慾望的來源，而「獸性的」「Nafs」影響

力強過「人性的」「Nafs」影響力之情況，就有如應該被主人命令的僕人，反倒可命

令他的主人，並被他的主人所服侍。62  
 
當代土耳其伊斯蘭教學者Osman Turer，甚至認為「Nafs」當可進一步細分為四

種，也即「自然的」（natural）「Nafs」、「植物性的」（botanical）「Nafs」、「獸性的」

（bestial）「Nafs」、「人性的」（humanely）「Nafs」。他認為，「自然的」「Nafs」，有

助於讓身體的每個部分得以和諧地相互連結一起；「植物性的」「Nafs」，則有助於身

體的生物營生系統之運作，以及身體的生物發育之活動；「獸性的」「Nafs」，則是身

體的感官感覺與肢體運動的意識根據，而人的生活的相當大的部分，也是為了服務

並滿足感官感覺的「欲望」需求；至於「人性的」「Nafs」，則是其他萬物所沒有而

人類所特有的「Nafs」，這種「Nafs」若相較於可能具有過度欲求的「獸性的」「Nafs」，

可說是一種有所節制的純淨的「Nafs」，但它卻通常會被具有過度欲求的「獸性的」

「Nafs」所壓制。Turer強調，當人還生活於今世中時，人必需避免讓其「人性的」

「Nafs」受「獸性的」「Nafs」所壓制，如此人才能走上「阿拉」為人類所預定的正

確道路（當然，這也就意味著人得以脫離今世的「墮落」狀態），並且，當人的「身

體」死亡後，「自然的」「Nafs」、「植物性的」「Nafs」、「獸性的」（bestial）「Nafs」

都將伴隨著一起死亡消滅，唯有「人性的」「Nafs」不會死亡消滅，它將連同較高心

靈部分的「Ruh」一起離開身體。63

 

由此可知，人在今世中所將經歷的主要考驗，無非就是必需努力對「獸性的」

「Nafs」的可能過度欲求加以節制，而嘗試將「獸性的」「Nafs」轉化提升為一種有

所節制且純淨的「人性的」「Nafs」，並藉由此種對較低心靈部分的「Nafs」（即「迷

誤的自我」）的純淨化，而有助於較高心靈部分的「Ruh」（即「不朽的超自我的真

實自身」）得以顯明。可見，人自身的「生命」與「生活」的品質，就取決於上述這

種整個「靈魂」之純淨化的努力，或更清楚地說，即從「迷誤的自我」向「不朽的

超自我的真實自身」之純淨化的努力。 
 
在伊斯蘭教重要學派之一的「蘇菲教派」（Al-Tasawwuf）裡，就有不少學者將

「靈魂」的純淨化過程，或即從「迷誤的自我/自身」向「不朽的超自我的真實自身」

之純淨化過程，以人的「靈魂」的品質高低程度當作指標，區分成由低至高的七個

                                                 
62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p.310. 
63 參見Osman Turer, Tasavvuf Tarihi, Istanbul, Seha Nesriyat Dizgi Evi, 1995, pp.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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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階段。其中，程度階段越高，表示人越接近於「阿拉」，相反地，程度階段越低，

則表示人離「阿拉」越遠。而最低的程度階段，表示人的「靈魂」的品質處在最差、

最為「墮落」的狀態，相反地，最高的程度階段，則表示人的「靈魂」的品質處在

最好、最為「理想」的狀態，且當人進入了最高的第七程度階段，可說已成為了「聖

人」。「蘇非教派」將人的「靈魂」「自身」的純淨化過程，分為以下七個程度階段：
64

 
（1）「命令的自身」（Nefs-i Emmāre/The Commanding Self）： 

「自身」在這一程度階段裡具有道德與品質上最低位置，它會命令自身與

身體做惡，驕傲、過度無節制的欲望、妒忌、無知、不公正、自私等等都

是它所具有的最一般的特性，它甚至會讓人忘記真正的創造者，讓人以為

自己是宇宙與所有萬物之唯一的主人。 
 
（2）「懊悔的自身」（Nefs-i Levvāme/The Regretful Self）： 

在這一程度階段，的「自身」會知道不應該做惡之道理，所以當自己做惡

時，會感到後悔，並會責備自己，甚至還會處罰自己，它雖已開始想到「阿

拉」，但卻無法避免繼續做惡。 

 

（3）「啟發的自身」（Nefs-i Mulhime/The Inspired Self）： 
上升到這個程度階段，「自身」會多受「阿拉」幫忙而開始能夠分別善與惡，

且慷慨大方、樂於學習、知足、謙遜、耐心、有才華等等都是它所具有的

特點，在這個程度階段裡，它會更臨近「阿拉」而逐漸離開對今世生活的

執著。 
 
（4）「滿足的自身」（Nefs-i Mutmainne/The Contented Self）： 

達到這一程度階段的「自身」已完全擺脫了今世所有為惡的因素，它已將

自己所具有的壞與惡之現象都洗滌乾淨了。在這一程度階段中，人的靈魂

會充滿著「阿拉」的愛，心情總是感到平靜，且人的靈魂也已完全擺脫了

「命令的自身」之過度無節制的欲望，以及「懊悔的自身」之自我處罰，

因而獲得了真正的自由。 
 
（5）「愉悅的自身」（Nefs-i Rāziyye/The Pleased Self）： 

在這個程度階段中的「自身」，可在「阿拉」的支配影響下偶爾感知到祂創

造活動的一小部分。且它對於來自「阿拉」的一切東西都感到愉悅，並不

再活於過去或未來，而只活於當下瞬間，它也總是看到自己是脆弱的，自

                                                 
64 有關「Nafs」之七個階段的討論，筆者參考了以下兩位學者的看法。分別參見Hayrani Altintas, 
Tasavvuf Tarihi, Ankara, Ankara Universitesi Ilahiyat Fakultesi Yayinlari, 1991, pp.45-48.、Yasar Nuri 
Ozturk, Kur’an ve Sunnete Gore Tasavvuf, Istanbul, Yildizlar Ofset Baski, 1990, pp.1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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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需要「阿拉」的65。 
 
（6）「令人愉悅的自身」（Nefs-i Marziyye/The Pleasing Self）： 

達到這個程度階段的「自身」，可在「阿拉」的支配影響下感知到「後世」

的一些秘密，並可在「阿拉」的支配影響下將自己的「靈魂」轉移到其他

人的身體中而影響他們。且在此程度階段中，「自身」是和平而容忍他人的，

它並具有好的道德與禮貌66。 
 

（7）「純淨的自身」（Nefs-i Kāmile/The Pure Self）： 
「自身」在這個程度階段具有道德與品質上最高的位置，在此程度階段中，

它已經獲得了能夠與「阿拉」「合一」的機會，它的所有行為與語言都指向

「阿拉」，它隨時隨地都會崇拜「阿拉」，且與它交往的人都會得到平靜與

快樂，它已經達到了伊斯蘭教對人所要求達到的最高地位，也就是成為了

「聖人」。 
 
 上述「蘇非教派」所言之人的「靈魂」「自身」的純淨化的七個程度階段過程，

其實就伊斯蘭教來講，可說正是今世生命為其終將面臨的「身體」之死，以及後世

的永恆生命的預做準備，當代美國宗教生死學者肯內斯．克拉瑪（Kenneth Kramer），

在《宗教的死亡藝術》一書中也稱這種預做準備是今世生命的一系列的修習，他說： 
 

修習之時必須要通過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之中，信徒們要向真主要求寬

恕，並尋求淨化身心。在第二階段之中，信徒們要讚頌先知穆罕默德，並融

合於穆罕默德對阿拉的觀想之中。最後，無論是信徒本人或先知都不再存在

了，萬事萬物，包括信徒們的自我認同在內，都在阿拉之中消解了。……在

死亡前修習自我滅絕過程的人，將永遠不再死。67

 

在上述人的今世生命的純淨化的一系列程度階段過程裡，我們不難看到一種始

終推動著我們不斷努力修練之根本動力，也即一種遠離自身生命所從來的「創造者」

或之「焦慮不安」（anxiety）。而當代土耳其伊斯蘭教蘇菲教派學者阿里‧古沙特（Ali 
Kusat），則說明了這種由「今世生命」遠離「創造者」（古沙特甚至認為，「創造者」

作為創造萬物的根源，其實可說就是「大自然」）而導致的「焦慮不安」，其實與一

個離開了母親的孩子所具有的「焦慮不安」是很類似的。而人類唯有回歸其「創造

者」（即大自然）的根源，有如孩子回到其母親的懷抱，才能獲得生命的安定與平靜。

                                                 
65 參見Nurdeen Deuraseh and Mansor Abu Talib (2005), "Mental health in Islamic medical tra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4 (2), pp. 76-79. 
66 參見Nurdeen Deuraseh and Mansor Abu Talib (2005), "Mental health in Islamic medical tra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4 (2), pp. 76-79. 
67 參見肯內斯．克拉瑪；方蕙玲譯：《宗教的死亡藝術》（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 年），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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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人唯有努力對今世生命進行不斷地純淨化，以便達至其「靈魂」「自

身」的最高程度階段，也即作為「純淨的自身」之「聖人」，人才能真正回歸其「創

造者」（即大自然）的根源，獲得生命的真正安定與平靜。但問題是，是否人人都可

能成為「聖人」呢？對此，伊斯蘭教蘇非教派的創始人魯米（Rumi）（1207-1273）

曾說：「你所需要的阿拉都給你了，你意願變怎麼樣的人，就能夠變。
69」，按他的

話來看，顯然「阿拉」在創造人的時候，已將所有「為善」的能力都賦予今世的人

了，只是這些「為善」的能力往往都受「獸性的」「Nafs」的支配影響而無法得到充

分發展，而讓人的「今世生命」或「靈魂」陷入了一種「墮落」狀態或一種極具特

殊意義的「死亡」狀態之中。 

 
當然，在伊斯蘭教看來，人若真正成為了「聖人」，他除了因為已將過度無節制

的「獸性的」「Nafs」轉化成有所節制的「人性的」「Nafs」，而能健全發揮「靈魂」

的所有「良善的」心靈能力，諸如認識、意志、情感，甚至語言、創造等等高度心

靈能力，他必然也有某些特有超越的精神能力，這些能力是一種密集的精神能量，

伊斯蘭教則將其稱作「辛瑪」（himmah），諸如伊本．阿拉比（Ibn Arabi）認為，若

聖人有意願，那他可用這些能力穿透萬物本身，甚至能讓沒有形狀的萬物獲得形狀，

使它存在於外在世界中70。然而，雖說「聖人」能有「阿拉」所特有的萬物之根本

知識，與萬物存在之秘密，但他總是在一般人所無法理解的精神安定與平靜的狀態

裡過生活，他所特有的這些玄虛知識，並不會影響到他心靈上的安寧。71

 
按伊斯蘭教的解釋，當一個人生活於今世中，能讓其「今世生命」或「靈魂」

完全免除了陷入「墮落的」「死亡」狀態的可能時，可說這個人早在今世的生活裡，

就已獲得了一種安寧、快樂的「靈魂」的永恆生命，這種情形在伊斯蘭教裡被稱作

「歸真」（fana）72，也即回歸到人的自然理想本性，回歸到人的「創造者」——真

主「阿拉」。 

                                                 
68 參見Ali Kusat, Nefsin Mertebelerine Psikolojik Bir Yaklasim, Tasavvuf Ilim ve Arastirma Dergisi, 
Ankara, Erkam Matbaacilik, 2002, p.127. 
69 參見William C. Chittick , Islamic Spirituality, p.388. 
70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Sufism and Taoism, p.275. 
71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Sufism and Taoism, p.282. 
72 參見肯內斯．克拉瑪；方蕙玲譯：《宗教的死亡藝術》，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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