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老子》與《古蘭經》之比較 

 
按筆者在論文研究動機的部份所提，老子和伊斯蘭思想中的「創造者」觀念

和「創造之過程」有許多類似和相同的特性。兩個思想系統中的「創造者」都是

創生宇宙和所有萬物之獨立存在，且祂們創造之過程也是很類似的。但是伊斯蘭

思想中之「阿拉」卻具有意志力，祂創生萬物則有原因，且祂創造了萬物就不會

離開它們，而會留在祂創生出的世界中，不斷地檢查萬物，最終還要進行審判。

老子思想中之「道」剛好相反，「道」沒有意志，創生萬物並沒有什麼目的，「道」

創生了萬物後也並不檢查，而讓它們各自生長，自然發展，並也沒有所謂最後的

審判。伊斯蘭思想中之「阿拉」，因為有意志，所以萬物，尤其是人對祂會有責

任感，但是老子之「道」完全不會要求萬物，也不會給它任何的責任。筆者認為，

此處所顯出兩個思想系統的不同點，或許和伊斯蘭思想很重視，但老子卻完全不

提的「死後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伊斯蘭思想與老子思想各自對「生死」

之觀念的看法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討論的，雖說兩者對「後世」之想法未必相同，

但兩個思想系統對人「心靈」上之「生死」，也就是對「人之墮落」問題都極為

重視。 
 
如我們在第一章第一節與第三章第一節討論伊斯蘭思想與老子思想之時代

背景之時所講的，伊斯蘭思想與老子思想都出於為了追求人的生命與生活的理想

性。因為老子哲學出現的春秋末期與戰國初期時代，與伊斯蘭教在阿拉伯半島出

現前的時代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人間知識之發達。在社會中

人們的知識雖然進步很快，但也造成了許多錯誤的觀念與迷信，且知識發達也造

成人們的意志、情感，尤其是欲望能力的過度表現。當人特有的心靈之高度能力

受到過度強烈慾望的影響時，其往往反過來讓人變得對現象界的萬事萬物不知滿

足，不知適可而止，因而也產生了人的生命與生活容易墮落的情形。由於具有許

多共同的時代社會背景條件，老子思想與伊斯蘭思想之動機目的也就有其共同

性，也無非就是為了幫助人們追求生命與生活的理想性，解決人心靈上的墮落與

社會上的混亂之情形。 
 
 

第一節 《老子》與《古蘭經》中「創造者」觀念之涵義比較 

 
（1）「道」觀念與「阿拉」觀念之比較：在老子之思想系統與伊斯蘭思想之系統

裡，「道」觀念與「阿拉」觀念都是各自思想系統中地位最高的觀念，各自思想

系統都是由這兩個觀念出發而得到發展的。並且，「道」與「阿拉」之觀念都表

示天地與所有萬物之唯一創造者，天地萬物存在的唯一「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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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與「阿拉」具有的特性之比較：首先讓我們將論文內容中已討論過的

「道」與「阿拉」之具有的特性簡要地重新整理一遍： 
 
   道體 （靜態的）                          道用（動態的）

     根源、母親                    變動、運動、作用、動力、玄牝（母性） 
                                
   道相（形容道體和道用）             道理（方式、方向、規則、原理）

獨立、自然、永恆不變、最高無上、      弱、虛、無（為）、周遍、不止息、  
廣大無邊（無所不包）、無形無狀 、      窮極而反（回歸、復命、歸根……） 
超越的 
 
────────────────────────────────── 
 
阿拉之神聖屬性（本體）（靜態的）        阿拉之不變屬性（能力）（動態的） 
絕對根源、無始無終、唯一、靠自己       無所不知、無所不聞、無所不視、  
而存在、不依賴其他東西（獨立）、        能說、意志、無所不能、有生命、 
不同於祂所創造的東西、超越的           能創造萬事萬物、最高的力量與權 
                                       力都屬於祂、仁慈者 
 
 基本上，我們觀察上述的分類，就會很容易發現，「道」特性之「道體」方

面與「阿拉」屬性之「神聖」方面都是屬於「本體」的，並且是「靜態」的特性。

表示這靜態的本體之活動方式與活動特性的則是「道」的「道用」方面與「阿拉」

的「不變」之屬性，「道用」與「阿拉之不變屬性」都代表兩者「動態」狀態的

能力作用。其實大概看來，我們將不難發現這些「道」與「阿拉」具有的特性之

間的異同，若我們注意看「道體」、「道用」與「道相」之三種，就會看得出它們

與「阿拉之神聖屬性」之間的共同點，諸如： 
 
 1.「道」與「阿拉」都是作為天地萬物之絕對與唯一的根源。 
 2.「道」與「阿拉」都是沒有開始、沒有結束的，並永恆不變的。 
 3.「道」與「阿拉」都是獨立的，不依賴其他東西、靠自己而存在的。 
 4.「道」與「阿拉」都是最高的，是超越其他一切存在的。 
 5.「道」與「阿拉」都是廣大、無所不包的。 
  6.「道」與「阿拉」都是不同於天地萬物的，與天地萬物比較，「道」與「阿   

都是無形無狀的。 
 7.「道」與「阿拉」都在自身中包含了「自然」特性，都作為萬物的「自然」 

的最終來源。 
 8.「道」與「阿拉」除了作為「本體」以外，還有作為創生天地萬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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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機」、「動力」、「變動」、「運動」等等的特性，我們可將「本體」 
與「作用」解釋成「道」與「阿拉」本身包含的兩種特性，也可說是「一

體兩面」。 
 9.「道」與「阿拉」，「本體」與「作用」之方面都包含了「母性」之特性。 

在現象界有「生」之能力的特性是母性，因為「道」與「阿拉」都作為一

切萬事萬物之創造者根源，所以《道德經》與《古蘭經》描述「創造」之

活動時，都較強調「母性」之特色。諸如老子形容「道」時用了「萬物之

母」或「玄牝」之兩個概念；而《古蘭經》中描述「阿拉之創生」的許多

概念都屬於《古蘭經》母語阿拉伯語中的「雌性詞」之類，也就是，「dhat」
（the Essence），「sifat或sifah」（the Divine Attributes），「qudrah」（The creative 
power of God），「ayn」（the Divine Essence）等等。並且在阿拉伯語中，

任何事物的最終根據或起源被稱作「umm」（Mother），並且「umm」也是

一個「雌性」的名詞。若再舉《古蘭經》中的一個例子，在一段經文中，

「人」這個語詞雖說都代表亞當，但「人」這個語詞在經文裡卻是用阿拉

伯語文的「Nafs」（soul）來表示，「Nafs」這個語詞也是一個「雌性」的

名詞。

 

其實，我們聽到「生」字之時，很快地會想到「母親」，母親的「生小孩」

之能力，以及她對小孩的「愛」，但伊斯蘭教思想中的創造者，也就是一切存在

的母親「阿拉」卻沒有性別。祂不屬於任何的性別，但祂確實對祂所創造的一切

萬物都有愛，有仁慈，所以描述「創造之活動」時，用有「母性」特色或意義的

詞都是一種比喻，因為愛與仁慈是不會分性別的。

 
 如我們的討論，「道」與「阿拉」具有的「本體」與「作用」，也就是「一體

兩面」之特性幾乎都是相同的，雖然說，「道」創生萬物與「阿拉」創生萬物之

相同道理是無法被懷疑的，但是「道」與「阿拉」創生萬物，也就是「作用」上

的方式（方向、規則、原理等）卻有許多基本的差異，諸如： 
 

1.我們應該是在第一點來討論「道」與「阿拉」具有的「作用」特性之最重 
要的差異原因，也就是「位格性」和「意志」之兩種概念：老子所講的「道」

雖然是天地萬物之唯一的創造者，但是「道」確實一種「沒有意志」的創

造者，這是因為「道」沒有「位格性」（personality），所以並沒有與人（person）

有關之任何的心靈能力，也就是意志能力、情感能力、認識能力等等。但

是伊斯蘭教思想中的「阿拉」確實有「意志」的一種創造者，這是因為祂

有「位格性」，也有精神。按照《古蘭經》的解釋，「阿拉」創造人時將祂

本身具有的一些能力屬性（阿拉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賦予人用，所以人

心靈所有的較高的特性都是「阿拉」本來就有的特性，也就是意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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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識之能力1。筆者在此先提到了「道」與「阿拉」兩者之間的「位格性」

和「意志」方面的差異，是因為這兩個「創造者」，在「創生萬物方式」上

的許多差異大多都來自於這兩種特性之差別。 
 2.如我們在第一點的討論，「阿拉」確實有人心靈所有的較高的意志、情感 

與知識之能力，祂的這些心靈能力都會讓祂用「仁慈」、「要求」、「規定」、

「考驗」、「出發或獎勵」等等來對待萬物，我們可說祂對萬物的對待一直

保持了很強烈的意志與情感，讓有心靈能力的萬物都感覺到祂的至高力量

和權力。老子所講的「道」與它作用是剛好相反的，也就是「道」對萬物

的態度都保持著「弱」、「虛」、「無（為）」、「不仁」、「不有」、「不恃」、「不

宰」等等態度，但這並不表示說「道」什麼都不做、完全不關心萬物、完

全不愛萬物。它作用的重點是在於「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老子強

調「無之用」的重要性，因為若對萬事萬物不斷保持很強的「有」之態度，

就反而會影響到它無法發揮自然而然的作用，所以「道」對天地萬物的態

度都會保持著「無」之特性，因而「不仁」反而是「真正的上仁」，「無為」

反而「無不為」……。 
 3.伊斯蘭教思想中的一切存在的創造者「阿拉」，其無所不能之能力當然是 

不可懷疑的；而老子所講的「道」也是天地萬物之創造者，所以我們可說

它也是無所不能，況且老子也描述了「道」之「無不為」的工夫。但是在

此我們要注意的是，「阿拉」之「無所不能」特性包含了「位格性」，但是

「道」之「無所不能」特性沒有包含「位格性」。 
 4.伊斯蘭教思想中的「阿拉」具有的「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當中，其中一 

種是「阿拉」是有生命的創造者，祂有精神，有生命，而且是無限的生命。

雖然老子在《道德經》裡沒有很清楚地講說「道」是有生命的這一點，但

是因為「道」與「阿拉」都是創生一切存在的創造者，且它的活動是一直

不斷地繼續下去的，不停止且不會死的，所以我們可說「道」有生命，並

可將它看成是無限的大生命。雖然老子沒有講「道」有沒有精神，但是我

們可確定的說，它是所有物質的與精神存在之根源。在此我們必需注意到

的是，「道」與「阿拉」具有的生命，並不同於人與一些萬物所具有的生命，

因為具有生命的萬物之生命是有變化而有限的，但「道」與「阿拉」的生

命卻是不變而無限的。 
 5.至於「道」與「阿拉」作用的兩個方向，也即「創生」與「回歸」的討論， 

將在接下來的第四點中有深入地討論。 
  
（3）「道」與「阿拉」的創造目的之比較：如我們之前有討論到的，老子所講的

「道」沒有「位格性」，沒有「意志」，所以它也沒有情感與知識能力，對它所創

造的萬物沒有任何的條件與要求，不會規定或要求它們。若是這樣子，那麼我們

                                                 
1人心靈之較低的「欲望」之特性不是「阿拉」具有並賦予人的能力，而是人後來自己得到的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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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難理解的是，「道」創造天地萬物是沒有任何的目的或是動機的，它的一切運

動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裡面沒有包括任何的理由或原因。但伊斯蘭教思想中的

「阿拉」是剛好相反的，祂有「位格性」，有「意志」，有「精神」，有情感與知

識等等至高的心靈能力，祂對祂所創造的萬物有許多規定與要求，所以我們可說

「阿拉」創生萬物一定有原因的。如我們之前討論過的，按照許多伊斯蘭思想家

的想法，「阿拉」創生宇宙與萬物是有兩種基本的原因或目的，第一種原因是「阿

拉」的「仁慈」，因為萬物之潛在狀態的永恆原型向「阿拉」請求變成現實的存

在，所以「阿拉」的「仁慈」，即「拉曼（仁慈者）」的「拉梅特」作用，會讓萬

物的永恆原型得到現實存在性。但萬物之中最特殊的人，得到現實存在性後，在

現象界卻因受了作為心靈較低部分的「Nafs」之過度欲望的影響而開始墮落，且

按《古蘭經》的說法，這個墮落是由亞當與夏娃才開始，而「阿拉」創造宇宙萬

物的另外一個原因也因而出現，也就是「阿拉」為了考驗受自身「Nafs」影響而

反對祂命令的亞當、夏娃而創造了宇宙萬物。 
 
（4）「道」的創生過程與「阿拉」的創生過程之比較：首先讓我們將論文內容中

已討論過的「道」與「阿拉」之創生過程簡要地重新整理一遍： 
 
 「道」創生之過程（由上到下）          「阿拉」創生之過程（由上到下）

 
第一階段  形而上的道體（無）      第一階段 （形而上）阿拉（拉曼/本體）之 
第二階段  形而上的道用                       自身-顯現（最神聖的發散）

         （普遍的有）    （認識到自身之作用/拉梅特） 
第三階段  形而上的分化作用的      第二階段  阿拉（拉梅特）之自身-顯現 
         方向（個別的有，德） （神聖的發散）（萬物之永恆的 
第四階段  形而下的結果   原型，拉梅特/阿拉的自身-  
         （宇宙：天地萬物）   顯現之通道）（形而上） 

                                  第三階段  阿拉（拉梅特）之自身-顯現 
                                                 （神聖的發散）（現實的萬物存 

                                         在）（形而下） 
 
 基本上，「道」與「阿拉」創生萬物的過程都是由形而上的本體出發，往形

而下的現象界發展的運動，而在這個創生過程內作為重要角色的觀念也是大同小

異。比如在老子的思想中，作為天地萬物之根源的「道」是一體的，並有兩個方

面，也就是作為一切運動的根源的「道體」與作為根源之作用的「道用」。老子

用了「無」與「有」之兩個概念來代替「道」的這兩方面。而在伊斯蘭思想中，

天地萬物之根源「阿拉」也有兩個方面，一個是作為本體的「拉曼」，另外一個

是作為「拉曼」之作用的「拉梅特」，也同樣是一體的兩面。再來，老子所講的

創造過程中，還有作為讓形而上的「道體」分化成形而下的萬物之「通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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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創造過程中，當作為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建立關係的一種通道，老子將它稱

謂「德」，透過形而上的這個通道「德」的「道用」之形而下的結果就是「宇宙：

天地萬物」。而在伊斯蘭思想中的創造過程中，作為形而下之萬物的形而上之永

恆原型，也是建立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關係的「通道」，它是「阿拉」之作用「拉

梅特」的作用方向，「拉梅特」通過形而上的這些通道後會創生出形而下的天地

萬物。 
 
 這樣看來我們可說，「道」與「阿拉」之創造過程，在這個過程裡有重要角

色的這些概念，以及它們的作用都是很類似的。但是，若按我們在上述所做的階

段分類，在老子思想與伊斯蘭教思想創生階段之間，還是可以發現一些差異的。

諸如在「阿拉」之創生過程的第一階段中，作為本體的「拉曼」首先會認識到自

身之創生作用/拉梅特（自身-顯現），但老子描述「道」之創生過程時，並沒有

講「道體」之認識自己的「作用」的事，他所講的「有生於無」也只是表示我們

剛才提到的「道」之一體兩面的特性。 
 
 在上述比較了「道」與「阿拉」之「創造過程」後，讓我們再來比較這兩種

思想裡，創生過程之另外一個方向，也就是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發展的萬物回歸根

源之過程： 
 
「道」之回歸作用（由下到上） 「阿拉」創生之過程（由下到上） 
 
1. 萬物都順著「道」之規律，自然        1. 萬物每一秒鐘都會回歸到它們在 

的會回歸它們的根源「道」               形而上的永恆原型，並重生 
2. 聖人還活著的時候能夠「得道」，       2. 聖人還活著的時候能夠回歸到 

這也就是聖人還活著的時候能夠          拉梅特的第二個階段，並能夠 
回歸他的根源「道」                     認識和發現到萬物在形而上的永               

3. 人死亡後精神生命會回歸到生命          恆原型 
世界，也就是人的根源「道」           3. 人死亡後靈魂會回歸到「阿拉」，   

                                         等到審判後進入到永恆的後世生

活 
 
 按照我們上述的分法，「道」創造的萬物與「阿拉」創造的萬物回歸它們的

根源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不分有生命或無生命、墮落或不墮落的每一個萬物都

有的回歸，每一個萬物都順著「道」或「阿拉」所具有的自然的作用規則，時時

刻刻都不斷地回歸到它們形而上的根源，而又順著同樣的自然的作用規則重新回

到現實世界。第二種回歸方式則是聖人所特有的，而不管老子思想中或伊斯蘭教

思想中的「聖人回歸根源」之事，都需要人能夠達到心靈與身體上之最高的地位

條件才能達成。如我們在論文中曾仔細討論過的，對老子來講，這些條件是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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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道」的作用，而變得不爭、無知、無智、無欲、知足、無為、知止、無私、

無事、無身、弱等等才行，因為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心靈上之墮落、才能順從「道」

之自然循環法則作用而自然地「得道」、「回歸道」。伊斯蘭教思想中的「聖人回

歸根源」之事也與老子的想法很類似的，若人讓心靈之較高部分的「Ruh」能夠

節制具有強烈欲望的心靈較低部分的「Nafs」，那個人才能避免心靈上之墮落，

並回歸到自己的根源「阿拉」，而與祂成為一體。按照我們的分法，老子與伊斯

蘭教思想中，萬物回歸到根源的另外一種方法是，不管是在心靈上的墮落中，或

是達到了心靈上的最高程度而能夠與根源成為一體，有生命的萬物，總有一天一

定會經驗到身體（形體）上的死亡，因為靈魂（即生命）不會死，所以靈魂離開

了物質的身體後會回歸到它的靈魂世界（即生命世界）去，這也就是萬物之形而

上的根源「道」或「阿拉」。 
 
（5）「道」和「人」之間的關係與「阿拉」和「人」之間的關係之比較：我們之

前討論「阿拉」與「人」之間的關係時也講過，人是「阿拉」創生的萬物之中 
最特殊與最重要的一種，因為「阿拉」將其他萬物沒有的高度心靈特性與能力賦

予給人，讓人當作「阿拉」的代理者，祂創造其他萬物也都是為了人而創造的，

且將包含了所有萬物的整個宇宙（今世）都當作人的考驗世界，所以我們才說，

「阿拉」創造的萬物當中，「人」與祂之間的關係最為重要。其實，我們若去看

老子之思想中的「人」，也會發現人同樣是「道」創造的萬物之中，具有高度心

靈能力之最特殊的一種，但在此，我們必需注意，按我們之前的理解，在被創生

的萬物之中，「道」卻並不特別重視「人」，它創造宇宙萬物並不是出於恩寵或考

驗人，它創造人與萬物也沒有任何的原因或目的，它的創造運動只是一種自然而

然發生的運動。 
 

從老子的思想看來，或從伊斯蘭教之思想看來，「道」與「阿拉」和「人」

之間最明顯的關係是「創造者」與「被創造者」之間的關係，但是這兩個創造者

之間最大的差異是，「阿拉」的創造裡面帶有「位格性」的特徵，以及很強大的

「意志作用」，但「道」的創造裡面並不包含帶有「位格性」的特徵與「意志」。

其實我們可以說，「道」與「阿拉」在特性上的差別幾乎都是「位格性」方面的

因素差異所造成的，這也當然直接影響了「阿拉」與「道」各自和「人」之間的

關係上的一些差異： 
 
1.「阿拉」對「人」來說是一個「考驗者」，祂創造這個世界（今世）是為 

了考驗人類對祂的相信與尊重，這個世界是假的，是暫時的，「人」在這

世界中是「被考驗者」。老子講的天地萬物之創造者「道」創生「人」或

其他萬物則是沒有目的的，它沒有「位格」，沒有「意志」的作用，對萬

物也不會有考驗之類的任何要求或規定，「道」創生萬物是來自於它自然

規律的作用，而不是意志、情感或知識。 

 109



2.「阿拉」對人來說是一個「仁慈者」，祂對萬物的「仁慈」也是祂創造萬

物之原因之一，並且在一切的萬物當中祂最愛、最重視的是「人」，所以

特別賦予他其他萬物沒有的高度的心靈能力，祂對於聽祂命令的人則有無

窮盡的「仁慈」。對「阿拉」的仁慈具有「正信」的人不斷地會得到祂這

無窮盡的「仁慈對待」，對「阿拉」的仁慈有所「迷誤」的人，則是得到

「殘酷的對待」，雖說「殘酷的對待」中可能也帶有「仁慈」的成分，這

兩種情形在後世的結果也就是，獎勵之「天堂」或處罰之「地獄」。但是，

因為老子之「道」對萬物或人保持著「不仁」的態度，因為它沒有人心靈

所具有的情感的能力，所以對萬物也不會有強烈的愛，任何的要求，或獎

勵、處罰之類的反應，老子只說，不隨著「道」的自然運行的人會在這個

世界中害了自己，這也即是說，他在這個世界中將因墮落而逐漸遠離天地

萬物之根源「道」。 
 3.「阿拉」對人來說是一個「預定者」，當人還在母親子宮裡時，祂就會隱 

微地把人一輩子將要經歷的命運寫到人的額頭上，人在今世所將會發生的

事情和時間都已經被祂預定好了，且每個人額頭上所寫下的命運都不相

同。但若看老子的，我們卻看不到「預定」這個概念，雖然「道」創造的

萬物都會按照它的自然規律不斷地運作，但這並不意味著「道」會預定萬

物的生命，如我們在論文內容已討論過的，對莊子來說，「道」的規律對

人與萬物來說是一種自然的「命運」，且人無法改變這個命運，但是我們

要注意「預定」和「命運」之兩個概念的差異，「道」的規律雖然是一種

自然命運，但它並不會預定或規定到人的生命中將會發生的各種事情和事

情要發生的時間，故我們不可說「道」與「人」之間有一種「預定者」和

「被預定者」的關係。 
 4.在最後，讓我們來討論在老子思想中和伊斯蘭教思想中「創造者」與「被 

創造者」之間的「溝通」關係。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阿拉」與「人」

都會用「語言的」和「非語言的」兩種方法來與對方溝通，「阿拉」用語

言的方式是「啟示」，人用語言的方式是禱告；「阿拉」不用語言的時候

會用「自然符號」（下雨、刮風、季節或是白天夜裡之變化等等）來與人

溝通，人不用語言的方法則是用身體的動作來與「阿拉」溝通，這也就

是「禮拜」。因為「阿拉」有「位格」，祂也有人所有的心靈能力，並且

如我們在論文的內容也討論過的，人有的許多能力（包括身體上的無關

能力）都是原來「阿拉」有的，並也賦予給人的「阿拉之不變屬性」，所

以祂能夠用語言或說話的方式與人溝通是不可懷疑的。但是因為「道」

沒有「位格」，它也沒有現象界中的萬物具有的能力特性，所以「道」不

同於「阿拉」一樣會用說話的方式與人溝通，按照老子的想法，「道」是

「無聲的」、「沉默的」，雖然我們確實可以說，「道」的自然運動也算是

一種語言，因為它的運動會不斷地生長天地萬物，讓他們不斷地發展與

變化（下雨、刮風、季節或是白天夜裡之變化等等），而這一點就是與「阿

 110



拉」的「非語言」之「自然符號」方式的相同處。 
 
 

第二節 《老子》與《古蘭經》中「生死」觀念之涵義比較 

 
讓我們首先將論文內容中已討論過的「生」之四個意義——「創生」、「出生」、

「生命」與「生活」，在《老子》與《古蘭經》中所具有的涵義在此作一比較： 
 

 1.「創生」：從老子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創生」概念有同樣的 
意思，這也就是「道」或「阿拉」創生天地萬物的意思。在兩種思想中，

創造者的創造運動都是從形而上的「本體界」開始，然後向形而下的「現

象界」發展的一種運動，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創造者「道」或「阿拉」的

「作用」都會讓原來不存在的天地萬物成為現實的存在。在兩種思想中，

「創生」都是有規律的、不間斷而永恆運行的活動，都是創造者「道」與

「阿拉」才有的能力。 
 2.「出生」：從老子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出生」之概念是在形 

而下的「現象界」，在萬物與萬物之間發生的一種「生」，也可說是「道」

或是「阿拉」透過形而下的萬物存在而做的間接的「創生」活動，也正是

在現象界中，有生命能力的每一個萬物都有的「生」的能力。「創生」和

「出生」之間最大的差別是，「創生」是「道」或「阿拉」從形而上到形

而下發展的直接地「生」萬物之活動，「出生」是「道」或「阿拉」在形

而下的萬物之間發生的間接地「生」萬物之活動，「出生」雖然在形而下

萬物與萬物之間發生，但是並不是全獨立的。 
3.「生命」：從老子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生命」概念有兩種意 

義，一種是「活的存在」，另外一種是「活的能力」，「生命能力」確實是

造者「道」或「阿拉」賦予有些萬物（人、動物、植物）的特殊之能力。

有生命的萬物之生命包含著兩種方面：身體（物質的）與精神（靈魂），

身體（物質的生命）是有限的，它能在形而下的「現象界」發揮作用；精

神生命，它相對於「物質的生命」是無限的，它不會被現象界所有的「時

間與空間」所限制，但相對於有生命的萬物之形而上的生命根源，也就是

創造者「道」或「阿拉」而言也是有限的。 
 4.「生活」：從老子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生活」都是有生命的 

萬物生長發展之過程的意思。伊斯蘭教思想有講兩種「生活」，一種是人

被「阿拉」創生之後到進入身體上之死亡之前的暫時的考驗之「今世生

活」，另外一種是人在進入到身體上的死亡之後，靈魂才能夠經驗到的永

恆之「後世生活」（包括天堂和地獄）。老子卻沒有講一個與伊斯蘭教一樣

的包括天堂和地獄之「死後世界」，他所談的是形而下的「萬物之現象界」

 111



與形而上的「道之本體界」，所有的萬物都會隨著「道」之自然規律會回

歸到它們的根源，但關於人進入身體上之死亡後的事，老子沒有多談。但

後來解釋老子的「莊子」有提到一種永恆的「生命世界」，他認為，人的

身體死了以後，精神生命會離開現象界而回歸到它原來的「生命世界」去，

但是我們可說，莊子所講的「生命世界」並不等於伊斯蘭教所講的「後世」

中之「天堂和地獄」，他所講的永恆的「生命世界」應該意味著「道」。 
 
 我們在上述比較討論老子與伊斯蘭教思想對「生」字所包含的四種意義——

「創生」、「出生」、「生命」與「生活」的理解之後，接下來將會比較討論老子思

想與伊斯蘭思想對「人之生死」的理解和各種想法： 
 
 1.老子將「生死」看成「道」之自然規律的變化，莊子將「生死」解釋成人 

無法改變的「自然命運」；伊斯蘭思想也認為「生死」是「阿拉」為人與有

生命的其他萬物預定的命運，人無法改變這個命運。這樣看來，老子與伊

斯蘭對「生死」的初步理解是很類似的，但在此我們必需要強調這兩種理

解之間的一個重要差異，這也就是，老莊雖然將「生死」看成「道」規律

的自然變化，人不可改變的「自然命運」，但如我們之前也討論過的，「道」

的「自然命運」是會規定萬物之自然與必然的生死之事，有生命的萬物總

有一天一定會死，這個是「道」之自然規律的循環裡會發生的變化，但「道」

並不會預定和規定到人的生命中將會發生的各種事情和事情要發生的時

間，但伊斯蘭教中的「阿拉」，當人在母親的子宮裡就會預定他在生活中將

會發生的事情與時間，所以祂也因而預定了人之生與死的方式與時間。 
 

 2.從老子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人」都有「身體」與「心靈」， 
「身體」與「生命」的被創生之事是一起發生的，但是關於它們的死亡，

有些很特殊的差別。人的死亡有兩種： 
1) 身體（形體）上的死亡。 
2) 心靈（精神）上的死亡。 
老子與伊斯蘭教思想有討論的身體上的死亡，基本上有兩種： 
1) 按照「道」或「阿拉」之規律（規定）之自然死亡。 
2) 老子所講的「不道早已」、「貴生」或莊子所講的「悅生惡死」，以及伊

斯蘭教思想所講的人受到「自己強烈的情感、慾望」而對身體產生的不

良影響。 

 

按老莊的想法，在「道」之自然規律裡運動中運動的每一個有生命之萬物，

順著這個自然規律會「生」而也順著它會「死」，因為每一個有生命的萬物之身

體都會通過生長發展與消滅死亡的階段，這個道理對伊斯蘭思想中的內容也是類

似的，被「阿拉」創生出來的有生命的每一個萬物之身體，在「阿拉」預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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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情況裡會生長發展與消滅死亡，在這兩種思想系統裡，這個情形代表「自然

的身體死亡」。但還有一種「身體上的死亡」是不自然的，也就是萬物之中具有

特殊的心靈能力的「人」才會發生的「早死」之情況。對老莊來講，若人特別重

視「生命」，特別喜歡「現象界中的事物」，會不想離開這個世界而討厭、排除「死

亡」，所以為了「得到更多現象界的事物」，為了「長生」作一些抵抗「道」之自

然規律的事，反而會不符合自然而「早死」。伊斯蘭教思想也同於老莊一樣，若

人特別重視這個暫時與假的「今世」，為了「得到更多今世的事物」，讓強烈的情

感與過度的欲望影響而強迫自己作一些不符合人自然本性的事，人因此反而會很

早發生「身體上之死」的情況。 

 

從老莊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若「身體」之「死亡」自然的發生，

就算是一種「解脫」或一種「得救」，因為這兩種思想都會將「身體」看成是「靈

魂」上的負擔、限制「靈魂」之自由的痛苦之來源，它會將「心靈」包裹綁縛在

「現象界」中，而像一塊黑衣一樣，擋住它的視線，讓它看不到許多事實，而若

照莊子的說法，人的「生命」假借了他的「身體」，所以「身體」死之後，「心靈」

反而有辦法解脫「身體」帶來的強烈情感與痛苦，反而多了一種機會離開假的現

象界而到形而上的「生命世界」，得到永恆並自由的自然生命。 

 

從老莊的思想或是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身體」是有限的物質存在，所以

不管早或晚，總有一天一定會死，但「心靈」卻不能被限制，沒有「死亡」，且

當「身體」在現象界死了以後，「靈魂」也會離開身體而到永恆之「生命世界」

去，換句話說，「靈魂」會轉換到新的階段去。若是這樣，那麼我們怎麼能說人

還有一種「心靈上之死亡」呢？如我們在論文的內容裡很詳細地討論過，按照伊

斯蘭教思想的討論，人的「心靈」有兩個部分，一個是較高並包含自然的「意志」、

「情感」與「知識」能力的部分，也就是「Ruh」，另外一個是較低並包含「強

烈與過度欲望」的部分，也就是「Nafs」，它們會互相影響對方而決定人所有的

態度和行為，若「Ruh」能夠影響到「Nafs」，人的性格就會往「聖人」之方向發

展，但若「Nafs」影響到「Ruh」，「Ruh」就無法完全發揮自己原來有的自然的

「意志」、「情感」與「知識」之能力，並會進入「心靈上之墮落」的情況，這也

是等與「心靈上之死亡」。 
 
老子也會講受到外在世界中的強烈情感與過度欲望對人「心靈上的墮落」之

影響，所以老子認為，在這種情形下，人會強調「有」之功夫，也就是包含他常

強調的「無」（無知、無欲、無私、無為等等）之相反的行為，進入到「墮落」

狀態的「心靈」無法發揮它本來有的自然的良善之「意志」、「情感」與「知識」

能力，無法發揮能力的「心靈」也算是進入到了「心靈上的死亡」之狀態。 
 
3.對死而言，老子與伊斯蘭教思想有討論「人」的三種「重生/復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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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歸「道」（重生/復活）（由下到上） 
 

1.墮落的人或是聖）還活著的時候，順著「道」的自然規律之運動，不斷地 

回歸到根源，而重生/復活。 

2.還活著的時候能夠「得道」，也就是回歸他的根源「道」，這也就是一種重 

生/復活。 

3.不管是墮落的人或是聖人）的身體死後，精神生命（靈魂）會回歸到生命

世界，這也就是人的根源「道」，轉換一個階段對它也算是重生/復活。 

 

「人」回歸「阿拉」（重生/復活）（由下到上） 

 

1.不管是墮落的人或是聖人）每一秒鐘都會回歸到他在形而上的永恆原型

「阿拉」，並重生/復活。 
2.還活著的時候能夠回歸到「拉梅特」的第二個階段，並能夠認識和發現到

萬物在形而上的永恆原型，天地萬物之不斷地重生之事。對聖人來說，這

也是一種重生/復活。 
3.不管是墮落的人或是聖人）的身體死亡後靈魂會等到「阿拉」的審判，審

判後人會轉換新的階段，而進入到永恆的死後世界，對「靈魂」來說，這

是一種重生/復活。 
 

按照我們在上述的分法與內容，可以說老子與伊斯蘭教思想中，人的「重生/ 
復活」的階段都很類似的，但是在此我們必需要講清楚一個事情就是，我在上述

所提到的，伊斯蘭教思想中「人」重生/復活之第三個方式，也就是人的身體死

了以後，靈魂會到「死後世界」，也即「天堂」與「地獄」的永恆世界。從老子

的思想看來，老子並沒有講一個與伊斯蘭教一樣的包含著天堂與地獄的永恆世

界，但老子都講人（不管還活著的時候或身體死了以後）應該與其他萬物一樣，

順著「道」的自然運動來運作，如我們都曉得，「道」的運動有兩個方向，一個

是讓萬物生到形而下之現象界的方向，另一個是讓萬物回歸到形而上之根源，所

以人活著的時候身體與靈魂都會跟著「道」的自然規律回歸，並如莊子也所講的，

人的身體死了後，精神生命（靈魂）會回歸到形而上的「生命世界」，也算是老

莊思想中的「死後世界」。 
 

第三節 《老子》與《古蘭經》中「人之墮落」問題涵義比較    

 
如我們在前一節已討論到的，從老子思想或伊斯蘭教思想看來，「墮落」是

人的「心靈上」發生的，並且也很快地會影響到他「身體」的一種退化狀態。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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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當中，只是人具有的「心靈」之高度的能力（伊斯蘭所講的 Ruh），也就是「意

志」、「情感」與「知識」，若其受到「心靈」較低的能力（伊斯蘭所講的 Nafs）

「強烈慾望」的影響，其結果將是所謂「墮落」之情況。那麼，讓我們按照老子

與伊斯蘭教思想，將造成人「心靈上之墮落」的原因，避免「墮落」之各種方法

與避免「墮落」之結果用比較的方式來更詳細地討論一遍： 
 
（1）造成人「心靈上之墮落」的原因：從老子思想或從伊斯蘭思想看來，剛出

生的嬰兒之自然的「心靈能力」都沒有受到「強烈情感、慾望」的影響前，都會

離「根源」很近，很「純潔」，當人開始長大，開始認識到外在世界所有的事物，

對外在的東西會感覺到欲望時，人也會進入到一種「墮落」的態度裡，慾望多了，

人就會感覺到「不滿足」，得到的多，反而會想要更多，這個情況在人的心靈的

態度與身體的行為上將會造成：強烈過分的知、智、欲、私、為、爭、不知足、

不知止等等情形，這也就是所謂的「墮落」情況。在這個情況下，老子與伊斯蘭

教思想都有提醒人說，人墮落了，無法與沒有心靈能力的其他萬物一樣，順著創

造者的「規律」（規定）很自然地回歸到自己的自然，無法回歸到自己的根源的

人也會相離開母親的小孩一樣感到「不安」，所以最好要解決問題而避免進入「墮

落」之狀態。 
 
（2）避免「墮落」之各種方法：從老子思想或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人避免墮

落最好也是最終的辦法是理解和效法「根源」的規律（規定），並按照這個規律

（規定）過生活。老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曾說：「……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我們在論文的內容中已討論過的，筆者認為，唐君毅

解釋老子的這一章是很清楚並正確的，若我們參考著唐君毅所解釋的「人效法道」

之過程，就會發現逐漸地「避免墮落」的方法： 
 
第一階段：人法地：人要效法「地之道」，也就是效法「地之道」的「低下」與

「柔靜」，能夠效法「地之道」所有的這些特性的人之態度與行為也會

受影響，人自然而然地發現到不知、不智、不欲、不私、無為、不爭、

知足、知止等等情形的必要性，而按照這些態度與行為來過生活，對

待其他萬物。 
第二階段：地法天：人要效法，地(之道)效法天(之道)的方式，也就是人要效法

「天之道」的讓低的變高，高的變低、柔的變強，強的變柔等等的「公

正」、「包容」之態度與行為來對待其他萬物。 

第三階段：天法道：人要效法，地(之道)效法天(之道)效法道本身，也就是人要

效法「道本身」的生、為、長而不有、不恃、不宰之態度與行為來對

待其他萬物。 
第四階段：道法自然：人要效法，地(之道)效法天(之道)效法道（本身）效法自

然，也就是人要效法，道效法自身的自然之「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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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介紹老子所講的人避免墮落之方法「法道」的四種階段與內容之後，接

下來討論伊斯蘭教思想所講的人避免墮落之方法「理解阿拉之規定與隨著祂規定

的規律過生活」之事。如我們在論文內容裡已談過的，伊斯蘭教思想避免墮落唯

一的方法是讓自己的「心靈」之較低的「迷誤的自我」（Nafs）之能力純淨化，

這也中共有七個階段，我們來簡要地回憶之前做的討論： 

 

第一階段：「命令的自身」：「自身」道德與品質上最低位置，會有做惡，驕傲、

過度無節制的欲望、妒忌、無知、不公正、自私等等的情形，人會忘

記真正的創造者，並以為自己是宇宙與所有萬物之唯一的主人。 

第二階段：「懊悔的自身」：「自身」會知道不應該做惡之道理，當做惡時，會感

到後悔，並會責備自己，會處罰自己，它雖已開始想到「阿拉」，但

卻無法避免繼續做惡。  

第三階段：「啟發的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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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更臨近「阿拉」而逐漸離開對今世生活的執著。  
第四階段：「滿足的自身」：「自身」已完全擺脫了今世所有為惡的因素，已將自

己所具有的壞與惡之現象都洗滌乾淨了。靈魂會充滿著「阿拉」的愛，

心情總是感到平靜，且已完全擺脫了「命令的自身」之過度無節制的

欲望，獲得了真正的自由。 
第五階段：「愉悅的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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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來自「阿拉」的一切東西都感到愉悅，並會

看到自己是脆弱的，需要「阿拉」的。 
第六階段：「令人愉悅的自身」：「自身」可在「阿拉」的支配影響下感知到「後

世」的一些秘密，並「自身」會和平而容忍他人的，它並具有好的道

德與禮貌。 
第七階段：「純淨的自身」：「自身」道德與品質上最高的位置，已經獲得了能夠

與「阿拉」「合一」的機會，所有行為與語言都指向「阿拉」，隨時隨

地都會崇拜「阿拉」，會得到平靜與快樂，已經達到了伊斯蘭教對人

所要求達到的最高「聖人」之地位。 
 

  這樣看來我們可以說，按照老子與伊斯蘭教的思想，人避免墮落的方法是要

從最低的階段開始理解創造者創生萬事萬物之時所用的規律（規定）而逐漸地往

上發展，最終能夠回歸到他的「根源」。筆者認為，若我們來再仔細看上述寫的

老子與伊斯蘭教「回歸根源」之階段，我們可以發現到許多共同點，諸如： 

 
1.伊斯蘭教分的純淨「Nafs」的第一與第二階段所標示的是，人正在墮落中

的，所有的態度和行為都表現惡，驕傲、過度無節制的欲望、妒忌、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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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公正、自私、不知足、不知止等等的情形，這也就是與老子所講的「墮

落中的人」具有的態度和行為一樣。 

2.伊斯蘭教分的純淨「Nafs」的第三與第四階段所標示的是，人開始學習「阿

拉」對人所規定的生活態度，能夠分別善惡、變得知足、謙遜、耐心、擺

脫了過度無節制的欲望，而開始純潔自己的「Nafs」，心靈上逐漸離開對今

世生活的執著，充滿著「阿拉」的愛，心情總是感到平靜，並獲得真正的

自由等等，這也就是與老子講的「人法地」、「地法天」與「天法道」之過

程中，人能夠得到的對自己與其他萬物的「柔靜」、「不過分」、「公正」、「無

欲」、「知足」、「知止」等等的態度與行為是一樣的。從老子思想會伊斯蘭

教思想看來，人達到了這個階段，就算是純潔了「心靈」之墮落，並很接

近「根源」了。 

3.按照伊斯蘭教純潔靈魂之階段分發，若人能達到了第五與第六階段，就可

逐漸地理解與觀察到「阿拉」的創生過程與能獲得關於「後世」的許多秘

密，這也是與老子所講的「法自然」很類似的，因為若人能夠效法「道」

效法自身的自然之「自然而然」，就會能夠觀察到「道」創生萬事萬物之自

然而然規律的秘密，也就是到這個階段，都觀察了「道」創生作用之各種

方式的人，最終會得到這個作用的「根源」之秘密，也就是它的「自然」。 
 
 從老子思想或從伊斯蘭教思想看來，人避免墮落最基本的想法是，離開現象

界所有的「假的萬事萬物」，接近萬事萬物之真正的「根源」，學習與達到「祂/
它」規律（規定）之最終的目的。從老子之思想方面看，王弼所講的「忘」與「存」

（忘言、忘象、保存/得意）的概念，與從伊斯蘭教思想看，蘇菲主義者所講的

「靈魂之純潔化」的概念都作為進行避免墮落之工夫的重點。 
 

（3）避免「墮落」之結果：從老子思想或伊斯蘭思想看來，避免墮落之工夫讓

人得到的狀態是具有最高的道德與品質的「聖人」之身分，按照這兩種思想系統

的所了解，其實，每一個人都被創生出來之時，心靈內會包含著「聖人」之「潛

能」（potentiality），所以剛出生的小孩子之「心靈」是很純潔並離「根源」很接

近的，當人的長大，也開始有外在世界的知識之時，心靈會受對外在事物的強烈

情感與過度欲望之影響，所以不管老子或是伊斯蘭教之思想，為了避免墮落與發

揮人心靈本來就有的「聖人」之潛能，應該要回歸到小孩具有的純淨之心靈狀態，

重新得到「聖人」之身分，並回歸「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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