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伊斯蘭思想中之「阿拉」 

 

第一節 伊斯蘭思想之形成背景 

 
 在西方哲學的古典時代，也就是公元前七至四世紀，西方哲學經由柏拉圖與阿

里斯多德得到了系統性的完整建立，後來歷經希臘化時代的承繼與中世紀的發展，

而在中世紀則經由古敘利亞人轉介進入了伊斯蘭世界。於是，伊斯蘭哲學首先受到

了西方哲學的廣泛影響，而伊斯蘭哲學融合了西方哲學之後，則反過頭來又多少影

響了西方哲學。 
 
 伊斯蘭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為了傳教到阿拉伯半島以外的地區，派了許多使者到

拜占庭帝國、伊朗與埃及的王國，但並不受歡迎。後來穆罕默德過世後，則發生了

一場伊斯蘭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重要戰爭1，經過了這場戰爭和後來在四大哈里發

時代2陸續發生的諸多戰役，伊拉克、伊朗和埃及都被伊斯蘭的軍隊攻取了。後來到

了倭馬亞和阿拔斯王朝，伊斯蘭世界則開始大量且深入地接觸了佔領地區各種不同

的文明和文化，其中對伊斯蘭社會影響最深的是古希臘各種學問，尤其是哲學。當

時許多古希臘作品間接地首先被古敘利亞人翻譯成了敘利亞文，之後再從古敘利亞

文翻譯成阿拉伯文，於是進入了伊斯蘭文化中。直到當時，除了故事與詩歌以外，

阿拉伯人並沒有其他種類的作品，他們此後才開始學習到各種其他古代的文明與文

化，並且，對各種其他文明與文化的作品的翻譯活動也從此展開了。3

 

一、伊斯蘭哲學的開端與外來文化作品的翻譯活動 

穆罕默德時代伊斯蘭教徒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統一性，後來在伊斯蘭統治範圍

的逐漸擴大中而愈益弱化了。伊斯蘭所統治的範圍越大，遭遇到的異文化就越多，

而這種情形則為伊斯蘭的原有文化帶來了極大的危險。因為伊斯蘭統治下之阿拉伯

以外的其他區域，諸如埃及、敘利亞和安那托利亞東南部地區，原來就有相當高度

的宗教與文化傳統，這致使伊斯蘭世界在倍感危急的狀態中，認識到僅有「刀劍」

的力量是不夠的，伊斯蘭世界尚需「筆」的力量。這也即是說，「政治」的力量之

外，必需重視科學與哲學的重要性，如此才能保護並發展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故伊

                                                 
1 亞莫克之役（Battle of Yarmouk）: 於公元 634 年發生在拜占庭帝國基督教徒與阿拉伯伊斯蘭教徒

之間的宗教戰爭。  
2 包括穆罕默德去世後的四大哈里發（Abu Bakr，Umar Ibn al-Khattab，Uthman Ibn Affan，Ali Ibn Abi 
Talib）時代，公元 632-661 年。 
3 參見Osman Kafadar, Felsefe Egitimi, Istanbul, Iz Yayincilik, 2000, pp.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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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蘭的哈里發大多都很重視且支持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研究，也正因此，許多伊斯蘭

科學家與哲學家往往就住在皇宮裡為哈里發工作。 

伊斯蘭哲學的開端，是伴隨著將眾多古希臘哲學作品翻譯成阿拉伯文而開始

的。這樣的翻譯活動持續了很長久的時間，我們大致可將其分為前後兩個時期階段，

前一個時期階段是伊斯蘭阿拉伯帝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也即公元661 年至750 年間

的倭馬亞王朝，後一個階段則是阿拉伯帝國的第二個世襲王朝，也就是公元 750 年

至 1258 年間的阿拔斯王朝。在倭馬亞王朝的時期階段，伊斯蘭教的傳布範圍快速地

擴張，在王朝的控制下，其他國家民族的語言、思考方式，以及文化風格，一方面

受到伊斯蘭文化的大量影響，另一方面則也深刻廣泛地影響了伊斯蘭世界。在古希

臘文化與伊朗文化的影響之下，伊斯蘭的科學在敘利亞的基督教學校中開始發展起

來。在倭馬亞王朝的時期階段，對伊斯蘭文明最有影響的是伊朗文化，而在阿拔斯

王朝的時期階段，對伊斯蘭文明最有影響的則是古希臘文化。因為與其他文明的大

量接觸，伊斯蘭世界便產生了自我認同的強烈需求，對伊斯蘭教有系統的建構及研

究於是展開了。 

伊朗開始了最早的伊斯蘭教研究，後來則傳到了阿拉伯半島，於是阿拉伯人也

開始了伊斯蘭教的研究。在倭馬亞王朝時期階段，最初的研究題目是以醫學為主，

隨後的研究題目則偏向於哲學，故當時就培養出了許多的伊斯蘭科學家和哲學家。

但到了倭馬亞王朝末期，阿拉伯的有錢人與知識分子則開始重視文學，尤其是詩歌，

同時也有許多基督教學者在倭馬亞皇宮裡繼續進行關於占星術、醫學、化學等重要

研究，後來這些研究成果都被翻譯成了阿拉伯文。然而，倭馬亞王朝的翻譯工作並

不夠嚴謹，也不夠完整，真正嚴謹而完整的翻譯作品卻是在阿拔斯王朝才開始的，

且阿拔斯王朝所翻譯的作品之範圍則更加擴大，當時的翻譯作品除了醫學與其他科

學外，還包括了宗教及哲學方面的作品，當時的學者除了翻譯古希臘文作品，也翻

譯了不少古敘利亞文、波斯文、印度文及希伯来文的作品。而倭馬亞王朝哲學家與

神學家尤其重視的兩個研究問題，正是「阿拉之地位」，以及「命運與人的責任之

關係」。4

到了公元 750 至 1258 年間的阿拔斯王朝，從國外引進的許多科學與哲學作品嚴

謹而完整之翻譯活動則正式地展開了。當時侯伊朗、印度與古希臘科學及哲學研究

資料都被翻譯成阿拉伯文而進入了伊斯蘭教思想裡。在阿拔斯王朝第二個哈里發曼

蘇爾時代（公元 754 至 775 年間），曼蘇爾（Al-Mansur）除了支持翻譯活動以外，

還做了許多讓伊斯蘭文化和文明進步發展之事，比如：他把巴格達、巴斯拉與庫法

當做文化中心，指派皇宮裡的學者將有關印度占星術與自然的書籍翻譯成阿拉伯

文，其中，還特別根據印度占星術的書籍來寫一本新的談論天文運動的書。曼蘇爾最

大的成就是，他發現了一個很重要的道理，也即如果要提升文化創作的產量，必需

                                                 
4 以上參見Osman Kafadar, Felsefe Egitimi, pp.44-50. 

 4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61%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750%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8B%89%E4%BC%AF%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C%E8%8B%8F%E5%B0%9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C%E8%8B%8F%E5%B0%9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C%E8%8B%8F%E5%B0%94&variant=zh-tw


提供學者合適的研究環境，讓他們互相討論並且一起合作。他按此道理在巴格達建

立了圖書館、翻譯室、醫院和天文台等許多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研究中心，其中最重

要的一些研究中心則培養出了法拉比（Al-Farabi）、金迪（El-Kindi）和阿維森納

（Ibn-Sina）等許多重要的伊斯蘭哲學家與科學家，後來則集合成了阿拉伯世界的第

一個大學。5

之後到了阿拔斯王朝哈里發哈倫．拉希德時代（公元 786 至 809 年間），哈倫．

拉希德(Harun al-Rashid)在巴格達另外又建立了圖書館與學院，從伊朗與印度來的許

多學者及醫生，則在這些學院裡學了阿拉伯文後，將許多哲學與醫學書籍翻譯成了

阿拉伯文。隨後，由於哈里發馬蒙（公元 813 至 833 年間）特別重視這些方面作品

的資料完整性，所以他又多次派遣阿拉伯留學團到希臘半島與賽普勒斯島留學，並

帶回大量的哲學書籍，後來更建立了許多專門翻譯的學校，將這些古希臘文、古敘

利亞文與波斯文的哲學書籍翻譯成阿拉伯文，此翻譯活動則一直持續到了十世紀左

右。6

這些翻譯活動若按照資料來源加以區分，主要是順著兩條路線而發展，一條是

從雅典到伊朗的路線，另外一條則是從印度到伊朗的路線。讓我們先簡單地介紹第

一條路線。在位於雅典之專門研究哲學的雅典學校解散後，古希臘哲學首先轉移到

了羅德島，並在那裡建立起了一間新的哲學學校，古希臘哲學後來又擴散到亞歷山

卓，再從亞歷山卓轉移到了安條克7、爾法8與哈蘭9，最後則轉移到伊朗。這些翻譯

活動，主要是根據至 8 世紀已被譯成古敘利亞文的古希臘作品，再轉譯成阿拉伯文

的方式進行的。有關化學、哲學、醫學與邏輯方面的書籍，大部分於 8 世紀是就被

翻譯出來，但後來卻遺失了。後來到了 9 世紀，醫學、數學與科學方面的重要作品，

諸如托勒密10、歐幾里德11、希波克拉底12、蓋倫13 的作品都翻譯成了阿拉伯文；哲

學方面的重要作品，諸如亞里斯多德關於探討靈魂、精神生命力與心靈的作品，以

及柏拉圖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譯出來了。到了 10 世紀，許多與歷史、哲學和形上學有

關的作品也被翻譯成了阿拉伯文。於是，許多本來不屬於伊斯蘭世界的知識和學問，

就進入了伊斯蘭世界，諸如新柏拉圖主義、神秘主義、偶像崇拜等等的新概念都隨

著這些翻譯作品而進入了伊斯蘭世界，並一方面被某些人所接受，同時也被某些嚴

格的伊斯蘭教徒所批評。新柏拉圖神秘主義與亞里斯多德倫理學最後在巴格達結合

                                                 
5 參見Osman Kafadar, Felsefe Egitimi, p.51. 
6 參見Osman Kafadar, Felsefe Egitimi, pp.51-52. 
7 現在土耳其最南部的城市，土耳其人稱之為安塔基亞（Antakya)。 
8 現在土耳其東部的城市，美索不達米亞北部的一個城鎮，古希臘人稱之為埃澤薩（Edessa)。 
9 土耳其東部的爾法省裡的一個村，古希臘時的名稱是卡雷(Carrhae)。
10 Claudius Ptolemaeus，公元90至168 年，古羅馬數學家、天文學家、地理學家和占星學家。 
11 Eukleidēs，公元前 323 至 283 年，古希臘重要數學家。 
12 Hippocrates，公元前 460至377 年，古希臘醫學家，被稱為西方醫學之父。 
13 Galen，約公元129至200 或 216 年，是一位古羅馬重要醫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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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起來，於是在巴格達的原先許多基督教學者的地位，就逐漸為伊斯蘭學者所取代。
14

 第二條路線則是印度到伊朗的路線，這條路線的翻譯活動則大致是在美索不達

米亞基督教哲學家和伊朗、印度的科學與哲學思想之影響下發展出來的。由於阿拔

斯王朝的哈里發們大多重視哲學與科學，所以讓許多從事翻譯的學者在皇宮裡工

作，而印度對伊斯蘭哲學的影響，也是如此在阿拔斯王朝開始發展的。當時許多的

印度作品都被翻譯成阿拉伯文，但印度宗教信仰中的有些概念與想法隨著翻譯活動

進入伊斯蘭世界後，卻在許多伊斯蘭地區受到了嚴重的批評並被拒絕。比如說，當

時印度人相信兩個上帝，一個是屬於善的大梵天，另外一個是屬於惡的惡魔，但是

這種想法在信仰一神宗教的伊斯蘭世界卻無法被接受，故在伊斯蘭哲學的發展過程

中，印度思想的影響則逐漸變弱了，之後有關印度思想作品的翻譯活動也逐漸被希

臘哲學與科學作品的翻譯活動所取代。後來隨著阿拔斯王朝的滅亡，巴格達也失去

了文化中心的地位，許多小國家各自分裂獨立出來，然而這些小國家都不太重視文

化，於是伊斯蘭教也跟著衰微了，伊斯蘭宗教哲學也因而失去了重要性。15

 在伊斯蘭文化與思想的建立發展過程中，整個翻譯與研究活動，除了需要許多

國王與其他統治階級的支持以及學者的努力外，還存在著地理位置與地緣政治上的

影響。我們要注意到，美素不達米亞、伊朗、安納托利亞和埃及等許多古代文明，

都在伊斯蘭文化與思想的發展過程中發揮了重大影響且豐富了其內涵。而且，伊斯

蘭教最初是在阿拉伯半島最重要的貿易中心麥加得到建立，隨後在阿拉伯半島最重

要的農業城市麥地那獲得發展，後來又在一方面位居絲路上，另一方面又位居底格

里斯河兩岸之重要的國際貿易中心，也即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獲

得了成孰且完整的發展。許多伊斯蘭學者認為，第 8 世紀的後半葉到第 12 世紀，可

說是伊斯蘭教、伊斯蘭哲學和伊斯蘭文明的真正黃金年代。16

二、伊斯蘭哲學之重要學派 

 
在人類的哲學歷史中，人與其自身、人與他人、人與宇宙之間所發生的關係，

以及超自然力量究竟存在或不存在，且其與人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等等問題， 都是

在伊斯蘭教思想裡根本重要的問題。當伊斯蘭教思想涉及於這些問題時，大多謹慎

地在不離開伊斯蘭教基本教義的情形下而進行的。但後來，當阿拉伯世界的統治範

圍越益擴張，伊斯蘭教思想於是逐漸開始吸收外來的科學與哲學思想，這種吸收學

習，讓伊斯蘭教思想獲得了自身原來所缺乏的進步因素，但其同時也為了保護伊斯

                                                 
14 參見Cavit Sunar, Islamda Felsefe ve Farabi, Istanbul, Anadolu Aydinlatma Vakfi Yayinlari, 2004, 
pp.45-47. 
15 參見Cavit Sunar, Islamda Felsefe ve Farabi, p.48. 
16 參見Osman Kafadar, Felsefe Egitimi, pp.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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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教基本教義的特色，則將不合乎伊斯蘭教基本教義的外來思想成分都加以排除，

於是就創造出了一種比伊斯蘭宗教更開放，但卻比西方哲學更保守的思想系統，這

也正是既重視信仰又重視理智的伊斯蘭哲學。 
 
隨著伊斯蘭教徒們在對信仰與理智的重視程度上的差異，伊斯蘭哲學於是就逐

漸發展出了具有著不同理解觀點的許多學派。在此，讓我們先簡介幾個具有重要影

響力的學派。 
 
首先是凱拉姆（Kalām）學派，此學派特別重視伊斯蘭教思辯教義學，它將伊

斯蘭教的基本教義，藉由理智證明的方式來進行各種研究與解釋。凱拉姆學派的學

者們正是以理智證明方式符合邏輯地研究與解釋阿拉之存在與否、阿拉之存在特

性、生前與死後的生命，以及伊斯蘭教的其他基本教義等等。凱拉姆思辯教義學在

伊斯蘭哲學裡具有著重要的地位。17

 

其次則是蘇菲學派（Al-Tasawwuf），此學派是經由一方面受到古希臘系統哲學

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到伊朗與印度神秘主義的影響而建立的。蘇菲學派是伊斯蘭

信仰與實踐的一種觀點，是穆斯林教徒經由個人對真主的親身體驗，來尋求神愛和

神智的真理。蘇非學派以很多神祕的方法來探知人和神的本質，並使世上存在的神

愛和神智易於被感受。18許多學者認為，在伊斯蘭哲學裡具有重要地位的蘇菲學派

是從希臘、印度和伊朗的古文化遺傳過來的，且也有學者認為，戰爭時缺乏物資的

痛苦生活，則促使了感到空虛絕望的阿拉伯人接受了外來文化的成分，進而發展出

了蘇菲學派。蘇菲學拍特別重視人的內在世界，重視美德和心靈的善。 
 
伊斯蘭哲學的另一重要學派則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自然主義是伊斯蘭

哲學歷史上的第一個學派，是由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伊本．札克里亞．拉齊

（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ya ar-Razi）（公元 865？－928 年）所建立了。他即

是伊斯蘭哲學家，也是伊斯蘭世界最偉大的醫師19。他是第一個以實驗與歸納方法

對自然界進行研究的人，除了物質界以外，只接受阿拉的存在與靈魂的存在，同時

他認為，靈魂的被創造比身體來得早，所以醫生應該先照護人的靈魂的健康，身體

方面的之健康則是次要的，且靈魂是永恆的存在，並可以轉世。他所撰寫的《醫學

集成》（Kitab al-hawi），曾被翻譯成拉丁文，到了 17 世紀則成了西方大學的圖書館

中極佳的醫學參考書。但若從宗教方面來檢視其思想，就會發現他並非一位很重視

信仰的人，他所建立的自然主義學派並不重視宗教，自然主義學派認為宗教都是先

知們自己想出來的概念，而完全不具可信的成分。他們只相信阿拉、靈魂、萬物、

                                                 
17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Ankara, Tu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89, p.2. 
18 參見大英百科線上（台灣：大英百科全書公司，1994 年），條目「蘇菲主義」（Sufism）。 
19 參見大英百科線上（台灣：大英百科全書公司，1994 年），條目「自然主義」（Na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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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和時間五個基本概念。他們認為人能夠藉由心靈分別好壞、善惡等等。20

 
伊斯蘭哲學還有一個學派，也即「物質主義」（Materialism）。物質主義主張只

有物質才實在地存在。且時間作為無限的存在並非是被創造出來的，同時他們也不

承認阿拉的存在。最重要的物質主義者是伊本．拉凡第（Ibn al-Ravendi）（公元？- 910
年），他寫過的許多書籍都與「無神論」有關，他和其他物質主義者共同主張此等看

法，也即，每個存在都是物質，靈魂則伴隨著物質而存在，故當物質消滅後，靈魂

也就伴隨地消失了，此外，宇宙和上帝則是不可相分離的。物質主義者也曾對「神

秘主義」做了一些研究，但並不深入完整，且由於物質主義者並未建立學校，故其

無法繼續得到發展且發揮影響力。21

 
在伊斯蘭哲學裡還有另外一個學派就是，「逍遙學派」（Messailik），他們跟隨阿

里斯多德哲學來建立這個學派的原則。他們很重視心靈，但更重視「古蘭經」裡哈

底斯講的道理，他們的目的是不把宗教和哲學分成兩個不同的領域，而合在一起討

論。因為邊走邊討論問題是他們上課的方式，所以他們選了（Messaiyun）這個名字，

（Messaiyun）主要是包括「走路者」之意義。在伊斯蘭思想中，他們嘗試證明思考、

邏輯和研究之重要性，在嘗試之過程當中，他們大多用了比他們更早發現這個道理

的阿里斯多德、柏拉圖和普羅提諾之想法，而用心的方法來把他們的想法重新解釋

一遍。伊斯蘭「逍遙學派」培養了許多重要的代表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幾位是法

拉比、金迪、阿維森納、亞維侯和阿文帕賽等等。22

 
伊斯蘭哲學的另外一個學派則是「啟示主義」（Apocalypticism），他們嘗試將摩

尼教23、新柏拉圖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伊斯蘭重新調和。他們將「古蘭經」當作引導，

且認為啟示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伊斯蘭的原則彼此符合，他們尤其認為在關於「阿拉

創造」的問題方面，伊斯蘭教與啟示主義之看法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啟示主義思

想並不夠清楚一貫，所以當時許多人對他們的思想不盡滿意。24

 
我們在此所欲提出的最後一個學派便是「密契主義」（Esotericism），我們也可

以將「密契主義」解釋作為「內在主義」。這個學派的特色，是他們會將阿拉之特性

分化到人身上，且將先知阿里25當作完美的人之唯一代表。密契主義比較重視數字、

符號以及對它們所進行的解釋，他們會用這些符號來解釋萬物被創造的過程，並解

                                                 
20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p.3. 
21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p.3. 
22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p.2. 
23 摩尼教，又稱作牟尼教或明教，是一個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為公元3 世紀中葉波

斯人摩尼（Mani）所創立。 
24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p.3. 
25 阿里約公元600 年或602 年出生，661 年過世，是伊斯蘭歷史上的第四任哈里發（公元656 年至 
661 年在位），但一般說來這是遜尼派的觀點，因為什葉派只承認阿里是唯一合法的哈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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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萬物各自所具有的特性和彼此間的關係。許多學者認為，當時的密契主義確實受

到了伊朗思想的重大影響。但在伊斯蘭學派當中，密契主義不是一種很受歡迎的學

派，因為許多學者認為，他們似乎多少有著以抽象的道理來矇騙學力不足者之嫌疑。
26

 

第二節 在伊斯蘭思想中「阿拉」之意義 

 
    「阿拉」這個名稱是《古蘭經》系統內具有最高意義的語詞，沒有另一個語詞

比它更為重要。因為，「阿拉」這個語詞所代表的是具有最高地位的存在，祂是創造

天地、萬物、處於萬物中並代理萬物的人之無所不在、無所不知的惟一創造者。但

是，眾所周知的，在先知穆罕默德尚未將伊斯蘭教經典《古蘭經》傳佈給阿拉伯半

島的人們之前，阿拉伯半島早已具有了眾多關於創造者之宗教信仰。 
 

如果我們回溯阿拉伯世界的信仰歷史27，我們就會發現，在伊斯蘭教創立之前，

「阿拉」的名稱就已經存在於眾多關於創造者之宗教信仰中28。故《古蘭經》所使

用的「阿拉」此一名稱，對阿拉伯人而言並非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稱，但在此我們

必須問：前述兩種「阿拉」之觀念是否是相同的？日本學者Toshihiko Izutsu 在《古

蘭經中的上帝與人》（God and Man in the Koran）一書中，就曾討論過這個問題，他

認為，伊斯蘭教創立前的阿拉伯人信仰中之「阿拉」與《古蘭經》中之「阿拉」的

特性，雖然具有許多不同之處，但兩者對各自教徒而言卻是同等重要的。伊斯蘭教

創立以前的異教徒（pagan）所信仰的「阿拉」，並不是惟一的創造者，而是其他眾

多進行創造活動的上帝之中地位最高的一個上帝，這正是當時「一神教」與「多神

教」之間、異教徒的「阿拉」與伊斯蘭教的「阿拉」之間最大的不同之處29。異教

徒信仰中的「阿拉」，也同樣是宇宙之創造者，故當時阿拉伯半島上的異教徒阿拉伯

人與信仰伊斯蘭教之阿拉伯人信仰中的「阿拉」，雖然有差異，但卻有類似的特性。

對此，Izutsu在《古蘭經中的上帝與人》一書中則提到了這樣一個矛盾，也就是當時

的異教徒阿拉伯人信仰中的「阿拉」是宇宙的創造者，天地、萬物都由祂創造而來，

                                                 
26 參見Ibrahim Agah Cubukcu, Turk Islam Dusunurleri, p.4. 
27 阿拉伯世界的信仰歷史分成七個階段，也即「伊斯蘭前之階段」（Period of Pre-Islamic）、「穆罕默

德後」（After Muhammad）、「四大哈里發之階段」（Period of The Righteous Caliphs）、「倭馬亞王朝之

階段」（Period of Ummayad Empire）、「阿拔斯王朝之階段」（Period of Abbasids Empire）、「鄂圖曼帝

國之階段」（Period of Ottoman Empire）、「第二世界打戰後」（Period of After The World War II）等七

大階段。參見大英百科線上（台灣），大英百科全書公司，1994 年，條目「伊斯蘭歷史」（History of 
Islam）。 
2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Tokyo, Toppan Printing by Keio University, 1969, 
p.95. 
29 在此Izutsu認為，原來具有「多神教」的阿拉伯人，後來因為受了猶太教與基督教之影響，才具 
有了相對於眾多「阿拉」而有其最高地位的「阿拉」信仰。參見 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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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說他們給了「阿拉」這麼高的地位，但他們卻不願意接受「阿拉是唯一的

創造者，而祂以外沒有另外一個上帝，除了祂以外，人不能崇拜另外的東西」的道

理。30《古蘭經》裡有許多章節31，也抱怨過異教徒阿拉伯人持有這個觀點的問題，

比方說：「你若問他們：誰造化了天地，並降服了日月?他們必說：阿拉。他們轉變

到哪裡?」
32 ，「你若問他們：誰由上空降水而用它活地於既死以後?他們必說：阿

拉。你說：讚頌阿拉！他們卻多半實不瞭解。」33。 
 

    按照《古蘭經》的說法，信仰異教徒雖然接受「阿拉」的存在，但卻不接受「阿

拉是惟一的創造者」之道理，所以《古蘭經》認為，他們並非真正認識「阿拉」，因

而才會誤入歧途。並且，這些異教徒只當遇到危險情況時，他們才會開始重視「阿

拉」，並暫時專一地信仰「阿拉」，向祂祈禱，求祂救他們的命，但當危險過去又感

到安全時，他們立刻忘記了「阿拉」的重要性，且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卻不常想起

「阿拉」34。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可參見《古蘭經》之說法：「當他們乘船的時候，

他們誠懇地祈禱真主，當祂使他們平安登陸的時候，他們立刻就以物配主。」35。

由此可見，異教徒阿拉伯人雖然有「阿拉」的信仰，但他們信仰中的「阿拉」卻不

是伊斯蘭教信仰中的「阿拉」，他們一方面承認創造者之存在，但另一方面又不承認

祂的惟一性，所以《古蘭經》常感到驚訝，並批評他們犯下這些嚴重誤解。 

 

 在穆罕默德開始傳佈伊斯蘭教之前，阿拉伯半島除了異教徒以外，還有著許多

信仰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阿拉伯人受到猶太教與基督教之影響，具有直接和間

接的原因。就直接原因方面來看，當時接鄰阿拉伯半島西南邊的非洲的衣索比亞，

就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信仰的地區，還有當時在文化方面深受阿拉伯人欣賞的拜占庭

帝國則也是一個基督教帝國，由於當時阿拉伯商人，為了與他們做貿易，故時常與

這些信仰基督教的地區國家的部落有來往，許多部落都是當時基督教的重鎮，所以

阿拉伯商人就開始認識了基督教，並且當時也有很多從國外來到麥加的奴隸，他們

多半也都信仰基督教，故也將基督教帶進了阿拉伯的世界；猶太教進入阿拉伯世界

也具有著類似的原因，而當時在阿拉伯半島確實有許多信仰猶太教的部落，雖然麥

加城市裡的猶太人不多，但是大概認識猶太教的阿拉伯人卻不少。至於間接的原因，

則是當時在阿拉伯半島上，不管基督教徒或是猶太教徒，都普遍地以阿拉伯語作為

                                                 
30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102. 
31筆者引用《古蘭經》時，主要是參考馬堅《古蘭經》和 王靜齋《古蘭經釋解》這兩本重要之中文

翻譯版本，雖說這兩個版本的翻譯都很好，但於《古蘭經》某些章節的翻譯中，筆者認為，似乎有

時王靜齋的翻譯較馬堅的更為適當，但於另一些章節翻譯中，馬堅的翻譯似乎又比王靜齋的適當，

所以在《古蘭經》的引用方面，筆者將儘量選用似乎較為適當的翻譯。 
32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台北：中國回教青年會，1984 年），29 章 61 節。此段最後一句，或

許可更好地譯成「那麼，他們又如何能夠誤入歧途呢？」。 
33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29 章 63 節。 
34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102. 
35 參見馬堅：《古蘭經》（北京：新華書店，1981 年），29 章 6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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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來使用，這種情形也促進了阿拉伯人更易於接受這兩個宗教信仰的原因。36

 
 伊斯蘭在阿拉伯半島出現之前，還有一些少數的人不是猶太教徒，也不是基督

教徒，更不是崇拜一些偶像的異教徒，而他們是「哈尼夫」。哈尼夫是在伊斯蘭信仰

出現前，就以一神教作為信仰的教徒，他們相信惟一創造者之存在，同時也相信這

個世界的暫時性，以及死後的永恆世界，也即天堂和地獄之存在。他們的「阿拉」

觀念與伊斯蘭的「阿拉」觀念較為接近，但是他們沒有建立一個正式的宗教，也沒

有成立任何宗教團體，而只是各自對自己心中的宗教信仰有所負責的人，因為他們

所具有的這種消極內向的態度，所以對當時的阿拉伯宗教信仰方面的影響非常的

少。37

 
由上述可見，當時在阿拉伯半島上，不論是猶太教徒，還是基督教徒，或是異

教徒與哈尼夫，都是以同一個名稱「阿拉」來表示「創造者」，雖然「阿拉」的觀念

在這四種信仰中的意義並不完全相同，但「阿拉」的觀念在這四種信仰中卻具有同

等的重要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理解基礎上，Izutsu認為，因為當時在阿拉伯半島上

的猶太教徒、基督教徒、異教徒與哈尼夫，都是以「阿拉」這個觀念表示他們信仰

中的「創造者」，所以當伊斯蘭教出現前後，在麥加的阿拉伯人，就是以這幾種不同

的「上帝」觀念，逐漸融合發展出以「阿拉」觀念作為「惟一之創造者」的信仰
38。 

 

在阿拉伯半島，當穆罕莫德開始傳佈伊斯蘭教時，阿拉伯人早已有了「阿拉」

的觀念，雖然根據《古蘭經》的看法，他們對於「阿拉」的理解確實具有不少的錯

誤，但《古蘭經》也承認他們的想法並非一無可取，而是必需以《古蘭經》中更合

理的想法來加以修正。基本上，我們必須清楚地理解到這一點，由於伊斯蘭教徒認

為，《古蘭經》是先知穆罕默德聆聽「阿拉」所派天使「加百利」的話而寫下來的，

因而《古蘭經》中的每一個句子，都可說是先由「阿拉」自己所講述，再經由天使

加百利和先知穆罕莫德所轉述人類的話，所以伊斯蘭教徒都會以《古蘭經》的經文

涵義作為一切理解最後的根據。 

 

 公元七世紀左右，伊斯蘭教在阿拉伯半島出現，並隨著先知穆罕默德的傳教活

動，很快地傳佈各地，使得各地人民開始認識到伊斯蘭教對偉大創造者「阿拉」之

一神教的解釋。伊斯蘭思想家加札利（Ghazali）（公元 1058 年至 1111 年）就曾如此

解釋過「阿拉」： 

 

  創造者、最初者、最終者，祂是任何祂所意願的東西的作為者，祂會引導祂 

的僕人朝向正路，祂讓自身被人們知道祂是藉由祂自身而存在，祂是唯一而

                                                 
36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109-111. 
37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112-119. 
3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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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同伴的，祂不具有任何先於祂的東西，且祂是沒有開端的永恆者，

祂是沒有終結的次序。祂是最初的、最終的、外在者、內在者、無所不知者。
39

 

後來，誠如重要伊斯蘭思想家埃爾祖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公元 1703 年至 1780 年），也曾在其所著《天賦書》

（Marifetname）一書中表示：若人要真正地理解唯一創造者「阿拉」，必需先知道

祂特有的兩種屬性，也就是「阿拉存在之神聖屬性」（Divine Attributes of the Being of 
Allah）與「阿拉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Immutable Attributes of the Divine Essence of 
Allah）40,41。埃爾祖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提到的「阿拉存在之神聖屬

性」，是除了「阿拉」以外的其他存在所沒有的，這種「神聖屬性」又可細分為七種，

也即：絕對的存在、無有開始、無有結束、唯一、不同於祂所創造出的東西、不需

要任何其他的東西、只靠自己而存在。至於「阿拉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則是意味

著「阿拉」所具有之固定不變的能力特性，而且為了讓人能夠理解並發現「阿拉」，

祂也把祂特有的這些能力特性「類似卻有所限制地」分給人類，這種「不變屬性」

又可細分為八種，也就是：無所不知、無所不聞、無所不視、意願（即意志，也即

祂所要求的東西都將成為存在）、無所不能、有生命、能言說（能直接或間接地言說）、

能創造（讓不存在成為存在）。 
 
 其實不只是伊斯蘭教的《古蘭經》，就連在更早於中東出現的其他兩種一神宗教

的經典，也即猶太教的《舊約聖經》與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之中，都將創造者解

釋成：一、無所不包、無所不在、無所不知、永恆、絕對的、無始無終、超越的、

完美的、外於時間與空間的等等。這種對創造者的解釋，可說是一神教所共同擁有

的。 
 
 我們確實可以在《古蘭經》裡發現上述「阿拉存在之神聖屬性」與「阿拉神聖

本質之不變屬性」之許多相關經文的闡釋，諸如： 

 

 1)「阿拉」是唯一的（屬於神聖屬性之一）創造者（屬於不變屬性之一）：伊斯

蘭教認為，「阿拉」是創造宇宙和萬物之唯一的創造者，而比祂低的其他創造者的存

在是不可被承認的。關於這個原則，《古蘭經》曾嚴格而清楚地講述過：「你們所當

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祂外，絕無應受崇拜的；…… 」42，「真主——除祂外，

                                                 
39 參見Cafer S.Yaran, Islamic Thougth on The Existence of God,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2003, p.3. 
40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Istanbul, Celik Yayinlari, 1981, sy.643-645. 
41 在此，「阿拉存在之神聖屬性」也可說是「阿拉的位格屬性」（Personal Attributes of Allah），而「阿

拉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也可說是「阿拉的不變屬性」（Immutable Attributes of Allah）。 
42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16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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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應受崇拜的。……43」，「你們所當崇拜者，確是獨一的，……」44。 

 

 若人崇拜「阿拉」以外的其他存在，他則會與真正的創造者越離越遠。因為，

同時崇拜「阿拉」以外的其他存在，等於就否認了「阿拉」是唯一的創造者；而否

認「阿拉」是唯一的創造者，也就顯示出對一切被創造存在之最終根源無所認識；

而對最終創造根源的缺乏認識，則足以讓人由於迷信而迷失了他的本性與生命發展

的正確方向，終致遠離了「阿拉」。這樣的迷信，不僅足以讓人迷失真正的自己，甚

至能使人成為其他存在的奴隸，惟有真正認識到「阿拉」是唯一的創造者，而不迷

信其他的存在，人才有機會回返重獲其本有的人性價值。
45對於不承認「阿拉」是

唯一創造者的人，《古蘭經》曾嚴厲地批判： 

 

  ……是他們從無到有被創造出來呢？還是他們自己就是創造者呢？難道他們

曾創造天地嗎？不然，是他們不確信真主。是你的主的庫藏歸他們掌管呢？

還是他們 是那些庫藏的監督呢？難道他們有一架天梯，可以登上去傾聽嗎？

叫他們中的傾聽者拿一個明証來吧！難道真主有女兒，你們有兒子嗎？難道

你向他們索取報酬，故他們為納稅而擔負太重？難道他們能知幽玄，故能將

它記錄下來？難道他們欲用計謀嗎？不信道者，將自中其計。難道除真主外，

他們還有別的神靈嗎？真主是超乎他們所用以配祂的。如果他們看見天掉下

來一塊，他們將說：「這是成堆的雲彩。」你任隨他們吧！……
46

 

 《古蘭經》也經常提醒人類不要崇拜「阿拉」以外的存在或是偶像，因為祂在

許多經文裡都很清楚地表達過，唯一必須被崇拜的是作為唯一創造者的「阿拉」，不

重視這個道理的人們，等到世界末日那天，一定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我確是真主，

除我外，絕無應受崇拜者。你應當崇拜我，當為紀念我而謹守拜功。 」47，「你說：

我只是和你們一樣的人。我所得到的啟示是：你們的主是獨一受拜的，你們要一直

的傾向祂，求祂饒恕。」48。《古蘭經》又說： 

 

  一切讚頌，全歸真主——天地的創造者！祂使每個天使具有兩翼，或三翼，

或四翼。祂在創造中增加祂所欲增加的。真主對於萬事確是全能的。無論真

主賞賜你們甚麼恩惠，絕無人能加以阻攔；無論他扣留甚麼恩惠，在禁施之

後，絕無人能加以開釋。祂確是萬能的，確是至睿的。……不信道者，將受

                                                 
43 參見馬堅：《古蘭經》，4 章 87 節。 
44 參見馬堅：《古蘭經》，37 章 4 節。 
45 參見Sayyid Mujtaba Musavi Lari, God and His Attributes, I.R.Iran, Qom Foundation of Islamic C.P.W. 
2000, p.97. 
46 參見馬堅：《古蘭經》，52 章 35-45 節。 
47 參見馬堅：《古蘭經》，20 章 14 節。 
48 參見馬堅：《古蘭經》，41 章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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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的刑罰；信道而且行善者，將蒙赦宥和重大的報酬。49

 

  ……直到他們遭遇自己被震死的日子。在那日，他們的計謀，對於他們毫無 

  裨益，他們也不受援助。不義的人們，在那日之前，必定要受一種刑罰，但 

  他們大半不知道。你應當忍受你的主的判決，因為你確是在我的眷顧之下的。 

  你起來的時候，應當讚頌你的主；在夜間和在星宿沒落之後，你應當讚頌祂。 

  
50

 

2)「阿拉」是無所不知者（屬於不變屬性之一）：《古蘭經》很清楚地說，「阿拉」

是無所不知的創造者，沒有任何知識道理是祂所不知道的，在祂所創造的世界中，

已經發生過的或正在發生的或未來將發生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由於祂而發生的。所

以，不論是人看到或看不到的事物，還是人說出來或不說出來的的想法、做出來或

不做出來的事情，都被包含在他的知識之中，沒有任何神秘是祂所不知道的： 

 

  ……我的確知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確知道你們所表白的，和你們所隱諱

的。……祂知道他們面前的事，和他們身後的事；除祂所啟示的外，他們絕  

  不能窺測祂的玄妙；祂的知覺，包羅天地。……51

 
3)「阿拉」是最高力量、權力與意志之主宰者（皆屬於不變屬性）：伊斯蘭教認

為，創造並規定宇宙和萬物系統的就是至高無上的主宰「阿拉」。祂想要某件事情發

生時，祂只需說一聲「變!」，於是那件事就會發生。故「阿拉」是最高力量、權力

之擁有者，沒有一件事是祂所不能完成的：「 ……真主對於萬事確是全能的。」52。 
 
    雖然「阿拉」所創造的萬物當中人是最特殊的──因為「阿拉」不僅賦予人以

身體、生命和生活能力，也賦予人以決定行動、追求目標的「意志力」──，但是，

人的意志力並非完美的，人的能力並非沒有限制，比方說人身體裡面的內臟之運動

並不是人自己所能控制，天體的運動也不是人所能安排等等。在此，我們確實可以

肯定地說，人是「阿拉」創造之萬物當中能力最好的，但有太多事物是超出人的知

識與能力範圍之外，故人不可能成就所有事物。相反地，「阿拉」之能力與意志力卻

是無限的，只要祂決定了一件事，那件事就不能不發生53：「 他們將天長地久地永

居其中。除非你們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確是為所欲為的。」54，「當他欲造化任何

                                                 
49 參見馬堅：《古蘭經》，35 章 1、2、7 節。 
50 參見馬堅：《古蘭經》，52 章 45-49 節。 
51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3、255 節。 
52 參見馬堅：《古蘭經》，29 章 20 節。 
53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USA, Islamic Publications,  
pp.119-122. 
54 參見馬堅：《古蘭經》，11 章 1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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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時候，他的事情只是說聲：有。它就有了。」55。 
 

「阿拉」包圍著全宇宙和萬物，我們只能理解祂無限的知識、力量與智慧的很

小的一部分，人雖然是萬物中最優秀的，但並不能完全理解「阿拉」之完美性。56

 
4)「阿拉」是獨立者與自由者（皆屬於神聖屬性）：創造者「阿拉」並不是我們

所認識自然的一部分，祂是最高美德之主宰者，祂沒有任何缺乏和錯誤，祂的存在

並不依靠任何東西，祂也不會有任何其他的需要，祂並不需要人類相信崇拜祂，祂

教人類信仰祂是為了人類好，若我們不承認祂，祂也不會受到什麼影響。祂沒有任

何的伙伴，故沒有任何的同伴可以管祂的事，並且祂也獨立於時間與空間。
57正如

《古蘭經》曾說：「……因為他自己是無求的。」
58。 

 

5)「阿拉」很愛人類，祂很仁慈、很大方、善於原諒（若就阿拉之不變屬性皆

與阿拉之無限「能力」有關，此處阿拉的愛/仁慈或許也當屬於不變屬性之一）：《古

蘭經》說，人們千萬不可懷疑「阿拉」對他們的愛，因為「阿拉」很愛人類，祂不

斷地教導人類找到對自身有益而正確的道路。《古蘭經》有許多經文表示過「阿拉」

對於遵從祂命令的人們之愛，諸如「阿拉」愛相信祂的人、愛乾淨的人、愛有道德

的人、愛誠實的人、愛公正的人等等：「你們當為主道而施捨，你們不要自投於滅亡。

你們應當行善；真主的確喜愛行善的人。……真主的確喜愛悔罪的人，的確喜愛潔

淨的人。」
59。《古蘭經》又曾說： 

 

……不然，凡踐約而且敬畏的人，（都是真主所喜愛的），因為真主確是喜愛 

敬畏者的。……真主是喜愛堅忍者的。……故真主將今世的報酬和後世優美 

的報酬賞賜他們，真主是喜愛行善者的。……真主的確喜愛信托他的人。60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阿拉」是完美的，但人卻不是完美的。雖然「阿拉」賦

予人們可分別對、錯、好、壞之能力，但人有時則會成為自身過份慾望的奴隸，也

因而做出錯誤的決定，做出違反「阿拉」命令之事。然而，由於「阿拉」的仁慈/

愛，故當人表示悔過而答應不會再犯同樣錯誤，就會得到「阿拉」的原諒。並且，

當人因過錯而感到無奈與空虛時，《古蘭經》則是能幫助他聆聽「阿拉」話語並解決

所有困難的最佳導師。 

 

                                                 
55 參見馬堅：《古蘭經》，36 章 82 節。 
56 參見Sayyid Mujtaba Musavi Lari, God and His Attributes, p.95. 
57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p.118. 
58 參見馬堅：《古蘭經》，96 章 7 節。 
59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195、222 節。 
60 參見馬堅：《古蘭經》，3 章 76、146、148、15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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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對於世人，確是至愛的，確是至慈的。……惟悔罪自新，闡明真 

  理的人，我將赦宥他們。我是至宥的，是至慈的。若恐遺囑者偏私或枉法， 

  而為其親屬調解，那是毫無罪過的。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61

 

……真主或許恕饒他們。真主是至恕的，是至赦的。……如果你們公開行 

善，或秘密行善，或恕饒罪行，（這對於你們是更相宜的），因為真主確是 

至恕的，確是全能的。62

 

「阿拉」對人類確實很大方。祂所創造的萬物之中，人的地位和能力卻是最高、

最好的。祂讓人類作為其他萬物的主人，祂將人類生活所需的一切東西都供給人類

去支配使用，讓人類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作自己的主人，渡過美好的生活，我們確

實不能懷疑「阿拉」對人類的慷慨。《古蘭經》曾說：「假借真主的名義而造謠的人

們在復活日將作何猜想呢？真主對人們，確是有恩惠的（慷慨的），但他們大半不感

謝。」 63。 

 

 6)「阿拉」是公正的創造者（若就阿拉之不變屬性皆與阿拉之無限「能力」有

關，此處阿拉的公正或許也可歸於不變屬性之一）：「阿拉」對於祂所創造的每一個

萬物都很公正，祂創造宇宙和萬物時是以一種公平的方式而進行的，所以祂所創造

出的任何東西，都存在於這個具有公平規律的自然系統裡，並以公平的方式過生活。

萬物當中，人的位置是最特殊的，因為人有思考並決定事情之能力，所以在大自然

裡，人是最容易違反並離開「阿拉」所安排之具有公平規律的自然系統的。然而，「阿

拉」也透過《古蘭經》而提醒人類，人類在這個世界上所作所為都會被「阿拉」所

派的兩個天使紀錄起來，等到人死後重新回到「阿拉」身邊，就需被「阿拉」判決，

而祂會以這兩個天使所作過的紀錄來進行判決。因此，《古蘭經》教導人類，在與他

人或其他萬物的相互關係中，人類必須效法「阿拉」的公平公正，且不能隨便欺負

較其弱勢的人或萬物，不能只為了自己的好處而利用人或萬物等等。假若「阿拉」

真的想要，那就可以將所有的人類創造成好人，而世界就不會有壞人，但「阿拉」

卻很公平地讓我們用自身獨立的意志力來追求自身在世界中的生活，甚至也因而決

定了自身在死後世界中的地位64。關於公正之問題，《古蘭經》說道：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盡忠報主，當秉公作証，你們絕不要因為怨恨一伙人 

而不公道，你們當公道，公道是最近於敬畏的。你們當敬畏真主。真主確是 

徹知你們的行為的。……如果你拒絕他們，他們絕不能傷害你一絲毫。如果 

                                                 
61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143、160、182 節。  
62 參見馬堅：《古蘭經》，4 章 99、149 節。 
63 參見馬堅：《古蘭經》，10 章 60 節。 
64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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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他們判決，你當秉公判決。真主確是喜愛公道者的。65

 

《古蘭經》又曾說：「你的主的言辭，誠實極了，公平極了。絕沒有人能變更他的言

辭。祂確是全聰的，確是全知的。
66」，「你說：我的主，命令人主持公道，……」67。 

 

7)「阿拉」是最美好的名稱與最美好的屬性之擁有者（「阿拉」擁有之最美好的

屬性，其實正屬於前述之不變屬性）：《古蘭經》中的許多經文都會提到「阿拉」所

擁有之美好的屬性（諸如力量、能力、知識、聰敏、仁慈等等都是「阿拉」所擁有

之最美好的德性68）與美好的名稱：「至仁至慈的主，……。」69，「……真主是最善

於保護的，也是最慈愛的。」70，「……他是全知幽明的，是偉大的，是崇高的。」
71。《古蘭經》又說： 

 

 他是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全知幽玄的，他是至仁的，是至  

 慈的。他是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潔的，是健  

 全的，是保祐的，是見証的，是萬能的，是尊嚴的，是尊大的。讚頌真主，   

 超絕萬物，他是超乎他們所用以配他的。他是真主，是創造者，是造化者，  

 是賦形者，……他是萬能的，是至睿的。72    

 

《古蘭經》又曾說：「……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73，「……他有許多極美的

稱號，凡在天地間的，都讚頌他……。」74，「真主有許多極美的名號，故你們要用

那些名號呼籲他……。」75。 

 

8)「阿拉」是湯希赫（tanzih）與塔什比赫（tashbih）（湯希赫正是前述「阿拉」

之神聖屬性，塔什比赫則屬於前述「阿拉」的不變屬性之一）：「凱拉姆」學派對「創

造者」與「被創造者」間的區別則持有兩種不同的看法，一種是湯希赫，另一種是塔

什比赫。湯希赫意味著「阿拉跟一般萬物完全不同」，因為「阿拉」很偉大，所有的

萬物都是被祂創造出來的，人不能將「阿拉」拿來與其他東西比較。塔什比赫則意味

著「阿拉與祂創造的每一個東西都有共同的、類似的特性」，因為「阿拉」創造萬物

的過程當中，祂都會將自己的某些特性類似地複印到萬物的本性之中，所以每一萬物

                                                 
65 參見馬堅：《古蘭經》，5 章 8、42 節。 
66 參見馬堅：《古蘭經》，6 章 115 節。 
67 參見馬堅：《古蘭經》，7 章 29 節。 
68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p.118. 
69 參見馬堅：《古蘭經》，1 章 3 節。 
70 參見馬堅：《古蘭經》，12 章 64 節。 
71 參見馬堅：《古蘭經》，13 章 9 節。 
72 參見馬堅：《古蘭經》，59 章 22-24 節。 
73 參見馬堅：《古蘭經》，60 章 10 節。 
74 參見馬堅：《古蘭經》，59 章 24 節。 
75 參見馬堅：《古蘭經》，7 章 180 節。 

 58



都會分有「阿拉」的某些類似特性76。在「凱拉姆」學派那裡，這兩種想法似乎是剛

好完全相反的，所以接受一種看法的人，很可能就會反對另外一種想法。Toshihiko 
Izutsu曾在《蘇菲主義與道家思想》（Sufism and Taoism）中提及伊斯蘭思想家「伊本．

阿拉比」有關湯希赫與塔什比赫之看法。伊本．阿拉比認為，這兩種想法都有其正確

的部分，應該將它們合在一起來理解，一方面，由於所有的萬物都是「阿拉」所創造

的，因而它們都很自然地會分有「阿拉」的某些類似特性77；另一方面，雖然「阿拉」

會把祂的某些類似特性分給萬物，但我們並不能就此認為「阿拉等於萬物」，因為「阿

拉」是所有的萬物之創造者，祂的地位比任何東西都高、都偉大，祂是唯一而沒有同

伴的。因此，湯希赫與塔什比赫這兩種想法可說是密不可分的。伊本．阿拉比還認為，

伊斯蘭教之先知穆罕默德曾比喻過湯希赫與塔什比赫間之完美的調和：塔什比赫是像

「白天」，湯希赫則是像「夜晚」，因為白天的光明會將萬物特性的差異都顯示出來，

但在夜晚的黑暗裡萬物間的差異卻會消失不見，所以穆罕默德要在夜晚的黑暗中想到

白天的光明，在白天的光明中想到夜晚的黑暗。78

 

 雖然至此已提出「阿拉」之神聖屬性與不變屬性的進一步說明，但仍是注意的是，

伊斯蘭教所說的「阿拉」並不是自然之一部分，我們也不能把祂歸類於萬物之中的最

高種類，祂根本地是超越於萬物的，所以經由與萬物的平行比較，並不可能真正理解

祂「本身」。並且，就算是具有高度心靈能力的「人」，也不能藉由其有限的智能去真

正理解祂「本身」，而只能獲得一些有關祂存在的知識。然而，《古蘭經》確實給了許

多有關「阿拉」存在的知識的理解線索。《古蘭經》指引著人類從認識自身開始，之

後再擴大到對其他萬物與整個世界、宇宙的運作之認識，只要追問讓這一切得以存在

且運作的最終根據為何，那麼一定就能設想得到創造者之存在，這也正是「阿拉」存

在的最好証明。正如《古蘭經》曾提及： 
 

天地的創造，晝夜的輪流，利人航海的船舶，真主從雲中降下雨水，借它而使

已死的大地復生，並在大地上散布各種動物，與風向的改變，天地間受制的雲，

對於能了解的人看來，此中確有許多跡象。79

 

 信仰「阿拉」作為宇宙、世界以及在宇宙、世界之中的一切萬物之唯一創造者，

是伊斯蘭教最基本的信仰原則之一。且此一信仰原則，絕非是處於迷信，而是基於一

切被創造者必然有其最終的起源根據這種理解認識而來的，若沒有創造者的存在，一

切被創造者的存在是根本不可設想的。然而，這種來自創造者之「創造」究竟是如何

                                                 
76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49. 
77 伊斯蘭教認為，人類嘗試理解「阿拉」的時候，可以從對任何被創造的存在的觀察出發，進而理

解祂，因為「阿拉」會將祂的某些特性分給祂所創造出的萬物，所以我們可以藉由任何萬物而發現

祂，「阿拉」是無所不存在的。 
7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48-65. 
79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16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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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呢？其發生的過程又為何呢？有沒有發生過程？其發生是一次性的發生或是

連續不斷的發生呢？這些都是下一節中必須為我們即刻探討的重點問題。 

 

 

第三節 「阿拉」創生萬物、人之過程 

 
在十九世紀的科學知識中，許多人已認為宇宙的生成並非是從一種不存在的狀 

態突然發生形成為存在的狀態，而它卻是一種既沒有開始也不會結束的持續存在狀

態，這也就是「物質主義」與許多天文物理學家所持有的想法。但到了 20 世紀初，

美國著名天文學家「愛德溫．哈伯」（Edwin Hubble，1889-1953），則在觀察天文運

動時發現了「宇宙膨脹」的情形，近乎十年的觀測後，他發現了星體會不斷地運動

而離宇宙中心和其他星體越來越遠。按照這個宇宙正在不斷地擴大的道理，若我們

倒過來想，這種擴張顯然一定有一個開始，而這就是 20 世紀初比利時天主教牧師勒

梅特（Georges-Henri Lemaitre，1894-1966）在螺旋星雲後退現象的基礎上所提出之

宇宙是從一個「初級原子」「爆炸」而開始發生形成的看法——也即是後來所謂的大

霹靂。按照「大霹靂理論」（Theory of Big Bang），宇宙的開始意味著具有零體積，

零體積則等於「無存在」的狀態，因此可說宇宙並非是一定沒有開始與結束的，而

它是從「不存在」的狀態發生形成為「存在」的狀態，所以我們至少能確定是它有

一個開始80。據物理學家提供的知識，大概 170 億年前發生了「大霹靂」後，本來

完全不存在的宇宙，怎麼能夠突然成為存在呢？且最讓人驚訝的是宇宙與宇宙中諸

多星體，例如太陽系中的太陽、月球與其他星體，怎麼能夠形成這麼完美的運行軌

道形狀與平衡協調的系統呢？而通過大爆炸而讓宇宙存在的最終根據又是什麼呢？

這些問題的解答都歸於許多物理學家所無法接受的「創造者」，若按「伊斯蘭教思想」

之解釋，祂也就是宇宙與所有萬物之唯一創造者「阿拉」。 
 
 《古蘭經》是 1400 年前被「阿拉」啟示給人類的一本伊斯蘭教經典，且按伊斯

蘭世界的通常看法，1400 年前就已存在的《古蘭經》中的知識內容至今從未有任何

的修改。根據許多伊斯蘭思想家之看法，在《古蘭經》內確實有許多清楚地證明與

解釋有關「宇宙被創造出來」與「宇宙具有的完美系統」的經文。1400 年前，當人

類幾乎對「宇宙」不具有太多正確的知識時，《古蘭經》的經文早已提到與「大霹靂

理論」類似的看法：「逆徒們豈末看見天地原是固結的，而後我使其分離嗎？......」
81。這段經文所提到的「固結」，是在宇宙還沒爆炸之前的狀態，而「分離」則是在

宇宙爆炸之後的狀態。宇宙爆炸之前所具有的小體積，在宇宙爆炸後，則形成了持

                                                 
80 參見Harun Yahya, Evrenin Yoktan Yaratilisi, Istanbul, Mercek Dergisi 01 sayi, 2004, p.6.  
81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21 章 3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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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不斷擴大的體積，以提供天地、萬物能夠在裡面存在的廣大空間82。 
 
 眾所周知，距今日 1400 年前，人類對宇宙的理解顯然仍舊相當缺乏，由於當時

沒有進步的 幾何學、數學方法以及進行精確物理觀測的觀察設備，所以有關天文運

動的知識大多都不夠精確，諸如以為地球是一個平面而並非球體，地球是宇宙的中

心而且不會運動。然而，在當時代出現的《古蘭經》之許多經文，就已經具有諸多

令人驚訝的有關天文運動的精確知識。《古蘭經》曾描述太陽與其他星體都是在自己

的軌道上獨立地運作的，並且是相互合諧地進行整體的運動：「太陽運行到它的定

所。這是優勝深知的主的規定。……
83」，「祂是創造晝夜和日月的，天體運行各循

一條軌道。……」84。 
 

 《古蘭經》也曾提及晝夜的交互接替的運作，以及包圍著地球以阻絕有害的宇

宙射線與有害的沙塵、巨礫之七個各具不同功能的大氣層（對照當代大氣科學的知

識，大氣層共有七層，由低到高分別是：對流層、平流層、臭氧層、中氣層、增溫

層、游離層、外氣層）：「祂本著真理，創造天地；他截夜補晝，截晝補夜；祂制服

日月，各自運行，到一個定期。……」
85，「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而他們忽視其

中的蹟象。」86，「祂就在兩日內造齊了七層天。祂在每一層天上發佈關於它的命令，

並規定每一層天的任務。……」87。 

 
在我們開始仔細探討「阿拉」創造萬物的過程以前，讓我們先來了解「阿拉」

創造宇宙與萬物的原因目的是什麼？一般說來，大部分的伊斯蘭思想家都傾向認為

「阿拉」創造宇宙與萬物的原因目的，是出於要考驗犯了罪的亞當、夏娃以及他們

的後代人類。然而，十二至十三世紀的伊斯蘭思想家伊本．阿拉比（Ibn Arabi ，

1165-1240）則認為「阿拉」創造宇宙與萬物的原因目的，卻是出於「阿拉」對被創

造者意欲被創生之仁慈（Mercy）。換句話說，萬物在被創生之前的潛在狀態中，已

先行主動地意欲著被創生，而「阿拉」是出於對萬物此種意欲（desire）的憐憫（Mercy）

而開始創造萬物的88。 
 
然而，阿拉比與其他大部分的伊斯蘭思想家的看法所不同處，並不僅止於「創

                                                 
82 參見Harun Yahya, Evrenin Yoktan Yaratilisi, 2004, p.6.  
83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36 章 38 節。 
84 參見馬堅：《古蘭經》，21 章 33 節。 
85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5 節。 
86 參見馬堅：《古蘭經》，21 章 32 節。 
87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41 章 12 節。 
88 有關伊斯蘭思想家伊本．阿拉比對於「創生」的看法，是參考Toshihiko Izutsu《蘇菲主義與道家

思想》一書的相關紹述而來，而有關阿拉比的看法，Izutsu則是援引自阿拉比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一書。阿拉比對於「創生」的看法確實相當深入詳盡，具有高度參考價值。參見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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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因目的方面，甚至在有關「創生」的過程方面的看法，都遠較其他伊斯蘭

思想家來得深入而詳盡。他認為，在每一萬物被實在地創造出來以前，其實就已存

在有相應之潛在的「永恆原型」（permanent archetype），且每一潛在的「永恆原型」

都會向「阿拉」請求讓其成為「現實的存在」（actual existence），而當「阿拉」接受

到尚未成為現實存在之每一潛在的「永恆原型」的意欲時，「阿拉」的仁慈就會進而

影響作用每一潛在的「永恆原型」，也即意味著，「阿拉」的仁慈就會進而現實地創

造出每一萬物。89

 
 而阿拉比的學生，也即另一位著名的伊斯蘭思想家卡沙尼（Qashani，？-1329)，
則曾嘗試進一步解釋阿拉比的前述看法。卡沙尼表示，當萬物的「永恆原型」仍處

於尚未成為現實存在前之潛在性狀態時，萬物的「永恆原型」其實僅是某種「可設

想的存在」（intelligible existence）（作為「阿拉」知識的對象），而非任何「現實的

存在」。且當萬物的「永恆原型」意欲成為「現實的存在」之能力並向「阿拉」請求

這種能力時，「阿拉」則會在接受萬物的意欲後賦予其該種能力。且若萬物的「永恆

原型」真的獲得了「阿拉」所賦予的該種能力，那萬物的「永恆原型」因此就會進

入「被創造」之過程，並順著這個過程而被創造成為「現實的存在」。90

 
 在此，暫且不談潛在的「永恆原型」，其作為「阿拉」所認識的「可設想的存在」，

是否也為「阿拉」所創造。我們所欲即可討論的課題，卻是「阿拉」的「仁慈」與

「阿拉」的「創造」此二者間的相互關係為何。「仁慈」這個涵義概念，正是《古蘭

經》中的「拉梅特」（Rahmet）這個語詞所欲指稱的，而一般說來，在阿拉伯文中，

「拉梅特」這個語詞則有仁慈、保護、豐富、肥沃、耐心等眾多意涵，甚至在土耳

其文中，「拉梅特」也會指稱著下雨的狀態，因為下雨有助於農產的豐收。「拉梅特」

的偉大創造者則被稱作「拉曼」（Rahman），也就是「阿拉」，且「拉曼」是 99 個稱

呼「阿拉」的名稱當中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一個，因為「拉曼」這個名稱可說是包括

所有稱呼「阿拉」的其他名稱之最為基本的名稱。「拉梅特」在伊斯蘭教中，則尤其

意味著「阿拉」對於人類的態度與行動，「阿拉」出於「仁慈」而創生人類、保護人

類、賦予他們豐富的資源、對他們有無限的耐心、原諒他們的錯誤等等，故在此可

說，「阿拉」作為「拉曼」，就是偉大的「仁慈者」。 
 
 在此，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也即整個「創生」的過程，可說皆是根據「雌

性原理」而得到生成發展的。伊斯蘭教思想家伊本．阿拉比，就曾自伊斯蘭教經典

《古蘭經》最初使用的阿拉伯語文所具有的一些語詞詞性的特定用法中，發現了「世

界的創造活動中的雌性因素」（the feminine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因

為，在《古蘭經》的阿拉伯語文的表達裡，有關「創生過程」的基本語詞都帶有「雌

                                                 
89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18. 
90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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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徵，比方說：表示一切存在之源初根據（original ground of the all Being）

的語詞「dhat」（the Essence），就是一個雌性的名詞；表示一切存在的形式之直接的

存有論的根據（immediate ontological ground of the forms of all beings）的語詞「sifat
或sifah」（the Divine Attributes）也是一個雌性的名詞；表示上帝的創造力量（The 
creative power of God）的語詞「qudrah」，也是一個雌性的名詞；甚至於表示萬物在

本體界的原型的語詞「ayn」（the Divine Essence），也是一個雌性的名詞91。另一位

伊斯蘭教思想家卡沙尼（他是阿拉比的學生）也曾說，在阿拉伯語文中，任何事物

的最終根據或起源（ultimate ground or origin of everything）被稱作「umm」（Mother），

因為「umm」是所有分枝從中延伸出的主幹，而「umm」這個語詞也是一個雌性的

名詞；且甚至在用阿拉伯語文表達的《古蘭經》的一段經文，即「眾人啊！你們當

敬畏你們的主，祂從一個人創造你們，祂把那個人的配偶造成與他同類的，並且從

他們倆創造許多男人和女人。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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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按照阿拉比的看法，當「拉梅特」涉及於讓潛在的「永恆原型」成為現實的萬

物存在時，「拉梅特」則具有在存有論方面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也即是說，經由「拉

梅特」三個不同階段的「自身-顯現」，「阿拉」創造宇宙與萬物的活動才能真正地完

成。而按阿拉比的看法，可將「拉梅特」的「自身-顯現」分為三個不同的階段來討

論94： 
 

第一個階段：在絕對的絕對者或深不可測的黑暗中，對「拉梅特」的預感

（foreboding），也即「拉梅特」的顯現首先出現了。然而，這種原先非存在的「拉

梅特」需要某種讓它成為存在之另一先行存在的「拉梅特」，但並沒有任何能夠先行

於「神聖的拉梅特」（Divine Mercy）的「拉梅特」，故唯一的可能性是，「神聖的拉

梅特」的「自身-拉梅特」（self-Mercy），在「拉梅特」的顯現中，構成了特殊的第

一階段。且上述對「拉梅特」的「存在」之預感，其實就是絕對者的「神聖的拉梅

特」對自身的「自身-顯現」/「自身-客觀化」（self-manifestation/self-objectification）。

且在這第一階段當中，除了絕對者以外，還不存在其他任何的東西，但「拉梅特」

的存在之「賦予」（bestowal），也即「拉梅特」的存在之「創造」（creation），已經

持續地在運作了。 
 

第二個階段：絕對者的「神聖的拉梅特」之「自身-顯現」/「自身-客觀化」的

                                                 
91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202-205. 
92 參見馬堅：《古蘭經》，4 章 1 節。 
93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202-205. 
94 分別參見 Ibn Al’Arabi, 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 New Jersey,  Paulist Press, 1980, 
pp.224-227；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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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拉梅特」，進而擴展到所有的「名稱」（Names）或「永恆原型」並賦予它們

潛在的「可設想的存在」。 
 

第三個階段：絕對者的「神聖的拉梅特」之「自身-顯現」/「自身-客觀化」的

「自身-拉梅特」更進而擴展，讓所有潛在的「名稱」或「永恆原型」變成現實的萬

物存在。 
 

重要伊斯蘭思想家埃爾祖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在《天賦書》中也

曾為了解釋「阿拉之創造」而說道：「阿拉以自身的光亮創造出一種很廣大很美好的

能力，之後再以這種能力逐漸地創造出全宇宙，所以這種能力正是創造之開端95
。」。

當然，此處所說的那種作為創造開端之很廣大很美好的能力，顯然正是「拉梅特」。 

  
 此外，阿拉比也進一步說明了「拉梅特」所具有的兩個不同面向。第一個方面

指的是前面所講的「拉梅特」，也就是「無償禮物的拉梅特」（Rahmetu’l Imtinan/Mercy 
of gratuitous gift），意味著關於無分別（indiscriminatedly）且無償地創造出一切萬物

存在之「拉梅特」；第二個方面則是「義務的拉梅特」（Rahmetu’l Vucub/Mercy of 
obligation），其意味著關於有分別地（discriminatedly）按照人所應當有的本性（nature）

而對其現實行動的表現給予獎勵或懲罰之「拉梅特」96。 
 
 關於上述第一個「無償禮物的拉梅特」，如何無分別且無償地先從「阿拉」對自

身的「拉梅特」進行客觀化的預感認識而讓自身的「拉梅特」顯現存在出發，其次

無分別且無償地分別創造出一切名稱與永恆原型的可設想存在，最後無分別且無償

地分別創造出一切萬物的現實存在，阿拉比則曾以「仁慈者之呼吸」「al-nafas 
al-rahmaniy」（breath of the Merciful）97來比喻解釋這整個「創造之過程」。另一位伊

斯蘭思想家巴里．艾凡第（Bali Efendi）（？-1551）則更進一步地解釋了這種作為仁

慈者呼吸之創造過程，雖然只涵蓋了「拉梅特」的第三階段：先於存在於外部世界

中，一切名稱或永恆原型都存在於絕對者之中，它們會尋求走向外部存在的世界。

這樣子的狀態可以與一個人呼吸的例子相類比，也即在人內部的氣體，由於會給人

一種痛苦的極大壓迫的感覺，故人會試著要將這些氣體吐到外部的世界，僅當人將

這些氣體吐出到外部，給人的壓迫才會停止。換句話說，如果（在形而上的本體界

中）名稱或永恆原型一直持續地意欲請求成為（在形而下的現象界中）現實存在，

絕對者則將會持續地感到壓迫的痛苦，故絕對者將持續地發出（utter…to）「變（存

在）！」（Be!）之命令（commands）而創造它們成為現實存在以回應它們意欲成為

                                                 
95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p.17. 
96 分別參見Ibn Al’Arabi, 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 p.187；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121、123. 
97 分別參見Ibn Al’Arabi, 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 pp.180-181.；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p.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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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存在的請求98。 
 

仁慈者呼吸，作為一種持續不斷的創造運動，在阿拉比看來，只是一種「下降

的」（nuzul/descent）創造運動，相對地，則有另一種「上升的」（taraqqi/ascent）回

歸運動。「下降」的創造運動包含了「拉梅特」的第三階段的創造活動，「上升」的

回歸運動則是相應於第三階段創造活動之「上升」到存在的源初起源存在（original 
source of existence）的回歸活動99。第三階段創造運動與回歸運動，可說是一種持續

不斷變化的兩個相反方向的運動過程，在這種雙向變化的運動過程中，沒有一個宇

宙中的現實存在的萬物是固定不變的，例如說：筆者正在寫這些文句的時候，不知

筆者自身已經歷過多少次回歸永恆原型，又再次重新被創造為現實的存在，可見，

任何宇宙中的現實存在的萬物，都不是「靜止的」（static），而是處於不斷地「運動」

之中100。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這種雙向運動，僅是「拉梅特」第三階段之間

的雙向變化運動，並不涉及於「拉梅特」第一、第二階段的活動，因而可知，宇宙

中的現實存在的萬物所回歸之永恆原型，一旦在「拉梅特」第二階段中被創造出來

後，就永遠不會有任何變化101。 
 
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下降的」創造運動與「上升的」回歸運動並無時間上

的先後關係，有的卻是因果上的先後關係。阿拉比就曾以人在每一瞬間（at every 
moment）停止現實地存在，「然後」（thumma/then）人則再次地又成為現實的存在

此一例子作為說明，他認為上例中的「然後」並不意味著有一種時間上的間隔或消

逝，因為，「然後」這個語詞，在阿拉伯文上的使用，在某種特殊的脈絡下是表達著

因果關係中的優先性（priority i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換句話說，在新的創造的

過程中，某一萬物的非存在（即消滅）的時間與類似那某一萬物（即已剛消滅的某

一萬物）的東西的存在（即再次創造）的時間是同時發生的102。阿拉比甚至說：「下

降的」創造運動無非就是「上升的」回歸運動之反面（reverse side）103。 
 
 並且，阿拉比也強調，仁慈者的呼吸無非就是「自然」（tabi’ah/nature），也就

是涵蓋了物質（material）與精神（spiritual）的現實世界之存在原則或存在基礎

（principle of Being or ground of Being）104。而這種作為仁慈者呼吸的「自然」，顯

然就是由第三階段「拉梅特」所發動之第三階段創造活動，也即將一切作為可設想

存在的永恆原型變成現實的萬物存在此一創造活動。 
 

                                                 
9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32. 
99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206. 
100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207. 
101 Ibn Al’Arabi, 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 pp.153-155. 
102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211. 
103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206. 
104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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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阿拉比的看法，雖然創造出現實的萬物存在的創造活動，僅是由第三階段

「拉梅特」所發動之第三階段創造活動，但這第三階段創造活動卻有其先行的主動

條件與被動條件，其內容可示意如下圖： 
 
 

「創生」之主動條件與被動條件 

 
創造者「阿拉」（主動的三條件） 

 

                    ↙            ↓          ↘ 
 
   1 2 3 
 本質 意志 命令

                            
 
 

  ↓ 

       ↓ 

不屬於「阿拉」絕對性

中的本質，而是在「阿

拉」「自身顯現」方面

的本質：在「作為一的

絕對者」中「自身-意

識或自身-認識」產生

了，且永恆原型也在此

種神聖的意識中出現

了。 

 
 

在作為神聖意識的

自身意識中，基於將

永恆原型從非存在

（可設想存在）的狀

態變成存在（現實存

在）的狀態的認識之

意志產生了。 

基於左述意志，創造

現實世界之命令，即

「變（存在）!」被提

出了。 

 
   

  ↓ 

 
「萬物」之永恆原型（被動的三條件） 

 

                    ↙            ↓          ↘ 

 
1 2 3 

本質 意志 命令 
 

在非存在（可設想

存在）狀態中，萬

物之永恆原型的

本質對應於創造

者的本質。 

萬物之永恆原型

對命令的聆聽對

應於創造者的意

志。 

萬物永恆原型對變

成現實存在的命令

之順從接受，對應於

創造者所說的語詞

──「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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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注意，上述的三個主動條件以及與之對應的三個被動條件，都必須充

分地被滿足，唯有如此，由第三階段「拉梅特」所發動之第三階段創造出現實的萬

物存在的活動才能發生。 
 
 先前已說明過「拉梅特」──更確切言即「阿拉」的「拉梅特」──所具有的

三個不同的「自身-顯現/自身-客觀化」階段，但由於「拉梅特」是從作為「阿拉」

的「拉曼」所發出，故可說「拉梅特」就是作為「阿拉」的「拉曼」之「自身-顯現」。 
也正是在這樣的理解意義下，我們可說「拉梅特」所具有的三個不同的「自身-顯現」

階段，無非也就是作為「阿拉」的「拉曼」所具有的三個不同的「自身-顯現」階段。

而阿拉比也正是如此理解的，且他甚至還進一步指出，絕對者（Absolute）「阿拉」

的「自身-顯現」（「拉梅特」的「自身-顯現」）其實具有一種雙重結構（double 
structure），也即一方面是超-歷史（trans-historical）、超-時間（trans-temporal）之第

一、第二階段的絕對者「阿拉」的「自身-顯現」（「拉梅特」的「自身-顯現」），另

一方面則是歷史、時間之第三階段的絕對者「阿拉」的「自身-顯現」（「拉梅特」的

「自身-顯現」）。亦可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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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者「阿拉」/「拉梅特」的自身-顯現

（創生之過程） 
 
 
 
    創造者「阿拉/拉曼」 
                                 ∥ 
                                           「拉梅特」  

 

          「阿拉/拉梅特」的自身-顯現     ↓  「拉梅特」（第一階段）（超歷史、超時間的） 

            （最神聖的發散）   

 

       自身-顯現/客觀化而來的創造者「阿拉/拉曼」/「拉梅特」       

                            

    「阿拉/拉梅特」的自身-顯現  ↓ 「拉梅特」（第二階段）（超歷史、超時間的） 

            （神聖的發散）              

                                                                

                           萬物之永恆的原型   

                     (「拉梅特/阿拉」的自身-顯現之通道）            形而上的（普遍的） 

 

 

                                                          形而下的（特殊的） 

         「阿拉/拉梅特」的自身-顯現     ↓ 「拉梅特」（第三階段）（歷史、時間的） 
            （神聖的發散）    

                                 

                                ↓          
                                                                        

                                     現實的萬物存在                                            

 

 

由上圖，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絕對者「阿拉」的「自身-顯現」之整個過程（Tajalli 
/the self-manifestation of the Absolute/Allah）。「阿拉」的「自身-顯現」之整個過程，

可說是絕對的「阿拉」讓自身從不可知的狀態逐步成為越來越可知的狀態之整個過

程，也正是絕對者「阿拉」讓自身逐步特殊化之整個決定、限定的過程。且這整個

「自身-顯現」的過程若以「形而上（本體）」與「形而下（現象）」來區分，則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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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為前半與後半兩個過程。前半過程是絕對者「阿拉」在「形而上」的本體界

發生之自身逐步特殊化的決定、限定過程，在此一過程中，祂首先會客觀化顯現（即

超歷史、超時間之「拉梅特」第一階段）自身為創造者「阿拉/拉曼」，因而得到「創

造者」的身分，阿拉比則將這第一階段「自身-顯現」稱作「最神聖的發散」105（al-fayd 
al -aqdas /Most Holy Emanation），且在這第一階段中，絕對者「阿拉」始終維持著祂

潛在絕對的「統一性」；其次，祂會更進一步客觀化顯現（即超歷史、超時間之「拉

梅特」第二階段）自身為「萬物之永恆的原型」，在這第二階段現實的萬物存在還沒

有出現，出現的僅是萬物成為現實存在之可能性，阿拉比則將這第二階段稱作「神

聖的發散」（al-fayd al -muqaddas /Holy Emanation）106。由於「萬物之永恆的原型」，

其作為萬物成為現實存在之可能性，其在「整個創生過程」中所處的位置，正好是

形而上的本體界與形而下的現象界之中間環節，故阿拉比還曾對其所具有的特殊狀

態加以解釋道：「原型既不是存在的，也不是非存在的。」（Archetypes are neither 
existent nor non-existent.）107。在阿拉比看來，「萬物之永恆的原型」，作為一種中間

環節，可說正是一種絕對者「阿拉」自身從形而上的本體界過渡到形而下的現象界

之「自身-顯現」之「發散通道」（Emanation Channels）108。至於後半過程則是絕對

者「阿拉」在「形而下」的現象界更進一步發生之自身逐步特殊化的決定、限定過

程，在此一過程中，祂則會客觀化顯現（即歷史、時間之「拉梅特」第三階段）自

身為現實的萬物存在，也即，也即將萬物之永恆的原型，從萬物成為現實存在之可

能性轉變成感官能夠認識的具有各自不同本性之現實的萬物存在，而這第三階段也

可被稱作是更進一步之「神聖的發散」。 
 
 在《古蘭經》中，除了「宇宙萬物被創造之過程」以外，還有許多解釋「人被

創造之過程」的經文。人的身體與靈魂是在宇宙萬物當中最奇妙、最複雜的一種存

在。我們從在母親子宮裡開始到死亡為止，一方面，不斷地靠我們的身體過生活，

靠著它看、聽、聞、嚐、觸……等等，身體包括的許多肌肉、骨頭、血管、內臟都

有設計完美的系統，而且身體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由同樣的最基本物質單元進一步

構造而來的；另一方面，我們的靈魂也會從幼稚狀態逐漸發展為成熟狀態，發揮認

識、情感、意志各種意識的能力。 
 

 按伊斯蘭的思想，人是被創造的萬物當中最特殊的一種，但人如同其他萬物的

一樣，人的創造者無非也是「阿拉」。《古蘭經》曾解釋，「阿拉」在創造祂的天使們

後，用土與水合起來的泥創造了人類的父親，也即第一位先知「亞當」，之後「阿拉」

又將自身的精神吹到「亞當」的身體中而賦予他生命，再進而以「亞當」的左肋骨

創造出人類的母親「夏娃」，再由「亞當」與「夏娃」的結合繁衍出後代人類。 

                                                 
105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21. 
106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21. 
107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61. 
10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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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精制祂所創造的萬物，祂最初用泥土創造人。然後用賤水的精華創造他的  

  子孫。然後使他健全，並將祂的精神吹到他的身體中，又為你們創造耳目心 

  靈。……
109

 

《古蘭經》又曾說：「……祂由一個人上造化了你們。並由他身上造化他的妻，並由

他兩個上繁衍了許多男女。……」110。 

 

    在《古蘭經》中，雖然有些經文講土與水合起來的「泥」是創造人與其他動物

的基本質料，但在許多經文裡也常僅提及人被創造之過程需要的基本質料是「土」

或是「水」。111《古蘭經》曾說：「……他用泥土創造你們，然後，你們立刻成為人

類，散布各方。」112，「……真主用水創造一切動物，其中有用腹部行走的，有用兩

足行走的，有用四足行走的。……」113。 

 

    且按《古蘭經》的看法，人身體既從這些基本質料創造而來，最終則必將回到

這些基本質料中，若以「土」作基本質料為例，創造人身體所用的既是土地的土，

那麼人身體死亡後所將回歸到的也正是土地，《古蘭經》曾言：「我從大地創造你們，

我使你們復返於大地，我再一次使你們從大地復活。」114。對此，伊斯蘭思想家埃

爾祖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在《天賦書》中甚至還進一步詳細提出人

身體從土創生出來到人身體回歸到土的整個過程：土地→礦物（植物的食物）→植

物（動物的食物）→動物（父母的食物）→父親與母親之身體上的營養→父親與母

親之血管中的血→父親與母親身上的精液→父母之精液的混合→血凝塊→一塊肉→ 

胎兒→嬰兒的身體→兒童的身體→年輕人的身體→老人的身體→土中的屍體115。 
 

 至於人的靈魂之創生，若根據《古蘭經》的看法，則是當母親子宮中的一塊肉

逐漸發展成一個胎兒時，由「阿拉」將自身的精神吹到他身體裡的，並且，就算到

了身體死亡之後，靈魂仍然不會隨著一起死亡，靈魂會等待著「阿拉」末日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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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已判決其死亡者，祂扣留他們的 

  靈魂；祂未判決其死亡者，便將他們的靈魂放回，至一定期。對於能思維的 

                                                 
109 參見馬堅：《古蘭經》，32 章 7-9 節。 
110 參見王靜齋：《古蘭經譯解》，4 章 1 節。 
111 參見Kuran Arasrirmalari Grubu, Kuran Hic Tukenmeyen Mucize, Istanbul, Semih Ofset Matbaacilik 
Yayincilik Ltd.Sti, 2004, sy.176. 
112 參見馬堅：《古蘭經》，30 章 20 節。 
113 參見馬堅：《古蘭經》，24 章 45 節。 
114 參見馬堅：《古蘭經》，20 章 55 節。 
115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sy.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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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此中確有許多跡象。116

 

《古蘭經》中有關創生靈魂的談論並不多，這或許和靈魂不如身體般易於為人

所具體觀察的緣故，《古蘭經》有段經文曾是如此說的：「他們問你精神是甚麼？你

說：精神是我的主的機密。你們只獲得很少的知識。
117」。 

 

 在此仍需予以強調的是，「人」作為「阿拉」所創造的萬物之一，卻極不同於其

他萬物，「人」作為萬物之一當說是萬物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一種。《古蘭經》認

為，「阿拉」在創生第一個人「亞當」後，就授予他及他的人類後代一些特殊的能力，

而讓他們成為宇宙萬物的主人，成為「阿拉」在宇宙中的代表者。《古蘭經》曾說：

「……我確已優待亞當的後裔，而使他們在陸上或海上都有所騎乘，我以佳美的食

物供給他們，我使他們大大地超過我所創造的許多萬物。」118。 

 

「阿拉」首先給予第一個人「亞當」的特殊能力中，最重要的能力是「知識」，

「知識」能力則讓他擁有了眾多連天使們都沒有的「知識」，且祂還命令天使們必須

服從「亞當」。 
 

  當時，你的主對眾天使說：「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理人。」他們說：「我 

  們讚祢超絕，我們讚祢清淨，你還要在大地上設置作惡和流血者嗎？」祂說：  

「我知道，你們把這些事物的名稱告訴我吧，如果你們是誠實的。」，他們說：   

「讚祢超絕，除了祢所教授我們的知識外，我們毫無知識，祢確是全知的，

確是至睿的。」祂說：「亞當啊！你把這些事物的名稱告訴他們吧。」當他把

那些事物的名稱告訴他們的時候，真主說：「難道我沒有對你們說過嗎？我的

確知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確知道你們所表白的，和你們所隱諱的。」……119

 

 上述關於「人」是由「阿拉」所創生之伊斯蘭教思想，若與近代以來的科學思

想相較，當然是有根本衝突的，而在這方面與伊斯蘭教思想相衝突的科學思想，最

著名的則莫過於達爾文的「進化論」。根據達爾文的「進化論」，人的祖先是比人更

早存在的哺乳類動物猿猴，牠們為了適應不斷改變的生活條件與環境，歷經至少數

百萬年的演化過程後，才緩慢逐漸地發展成了「人類」。此種思想，表面看來似乎否

定了許多一神宗教的看法，諸如伊斯蘭教《古蘭經》所講的，「人」是由作為「全能

的創造者」的「阿拉」所創造之看法，甚至基於上述的「演化論」思想，也很容易

引伸出萬物也並非由「阿拉」所創造，乃至「阿拉」之存在根本無法獲得證明等等

                                                 
116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42 節。 
117 參見馬堅：《古蘭經》，17 章 85 節。 
118 參見馬堅：《古蘭經》，17 章 70 節。 
119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30-3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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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120。究竟「人類」之存在，是「進化論」所言一種歷經逐漸演化發展而來的結

果，還是《古蘭經》所言一種完全獨立於其他萬物而由「阿拉」所創造出來的存在

（相對於「進化論」，此種思想通常也被稱作「創造論」）呢？在此，我們並不打算

繼續深入探討，但Behishti與Bahonar曾於《伊斯蘭哲學》（Philosophy of Islam）一書

中對此所提出之見解，確實值得作為進一步深思的參考： 
 

……在這個學說的基礎上，這個世界具有一個全能的創造者，祂讓宇宙存在，

並且管理它。這是完全可能的，某些被發展的物類獨立的而存在。……創造

活動在此一基礎上才存在，這個基礎就是演化的運動存在於創造的世界設計

中，換句話說，是阿拉的意志逐漸地讓越來越多的被發展的種類應該成為存

在者，如同在胚胎發展中存在著的一種演化運動的方式一樣。121

 
 
 

第四節 「阿拉」與「人」之間的關係 

 
正如先前已述及，宇宙與所有的萬物都是被偉大創造者「阿拉」創生出來的，

但「人」作為萬物之一，卻是其中最重要、最特殊的一種，因為「人」確實具有其

他萬物所沒有的特殊能力，諸如認識、意志與情感等等的高度心靈能力。然而，為

何「阿拉」要將類似於自身的諸多「不變屬性」122類似地分給「人」呢？根據《古

蘭經》，「阿拉」創造這個世界以及世界之內的所有萬物，其目的無非就是為了考驗

「人」對祂的重視與尊敬，也因而才會賦予「人」諸多特殊的能力。而考驗的整個

過程，則是人從母親子宮出生後的青春期開始，直到身體死亡為止，且這考驗的整

個過程的結果，則將在人的身體死亡，人的靈魂持續等待到這個世界的末日時，才

會受到「阿拉」的審判，然後再依據「阿拉」審判的結果，人的靈魂將被分派入作

為永恆的下一個世界之天堂或地獄。在此，我們可參考Izutsu於《古蘭經中的上帝與

人》（God and Man in the Koran）一書裡所列出的圖表123，來進一步簡單表示人被創

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 
 
 
 

 

                                                 
120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pp.174-175. 
121 參見Muhammad Hosayni Behishti, Javad Bahonar, Philosophy of Islam,  p.173. 
122 可參見論文第三章第二節有關「阿拉之不變屬性」的說明。 
123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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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拉 

                 →  →  →  →  →  →  →  → 
            ↗                                  ↘ 
         ↗                 等待末日審判             ↘ 
      ○──○─────○───────○……………… 

人的身體與靈魂的生   青春期     人的身體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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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人在這個世界中受考驗 

                  (考驗階段) 

 

 

且從以上圖表我們也可清楚地看出，不論是人在這個世界中受考驗的階段，還是人

的靈魂等待末日審判的階段，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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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阿拉」的控制影響下而持續不斷地發生

的，故在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裡，人始終都不曾離開過其真主「阿拉」，人與

祂的關係也始終不曾結束。 
 

若就前述所論看來，在「阿拉」創生宇宙萬物的整個持續不斷的過程裡，作為

「創造者」的「阿拉」，與作為「被創造者」的「人」兩者間之關係，顯然就成了「創

生」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問題了。但是，按照伊斯蘭教的看法，「阿拉」與「人」

之間的關係，不僅有「創造者」與「被創造者」的關係、「考驗者」與「被考驗者」

的關係，其實也有「預定且分派者」與「被預定且分派者」的關係。伊斯蘭教思想

認為，「阿拉」創生人之後，並不曾真正離開人，祂總是以隱微的方式持續不斷地檢

視且影響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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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個人額頭上所寫下的命運都不相同。《古蘭經》則以「預定」

（qada/pre-determination）與「分派」（qadar/allotment）這兩個重要概念來表達「阿

拉」所賦予之「命運」的涵義。在此，作為「命運」第一個環節之「預定」，指的是

「阿拉」基於有關萬物本質的完善知識（perfect knowledge）所進行之有關萬物（包

括人在內）的決定判斷（decisive judgment）；作為「命運」第二個環節之「分派」，

則意味著萬物應無更動地按其原型狀態現實發生之被安排時間之指定。124

 
「阿拉」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另外還有「仁慈者」與「被仁慈或殘酷對待

者」的關係，也就是《古蘭經》常會提到「阿拉」對人所施行之「仁慈的對待」與

                                                 
124 參見Toshihiko Izutsu, Sufism and Taoism,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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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對待」。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伊斯蘭教中的「阿拉」是具有「意志」的一

個創造者，祂是以考驗人是否能夠重視與尊敬祂而創造宇宙萬物，所以祂對於存在

於宇宙之中、萬物之間的人自然會有許多的要求與規定。按照《古蘭經》的解釋，「阿

拉」對人類是仁慈的，因為祂善待人類，所以人類對祂的諸多要求與規定就有責任，

這也就是說，必須努力理解「阿拉」的要求與規定，按照祂的要求與規定來過生活，

且對祂心存感謝。若人類能夠負起責任，努力理解「阿拉」的要求與規定，據此來

過生活，並接受且感謝「阿拉」的好意，那就可說是對「阿拉」的仁慈具有「正信」，

然而，若人類對「阿拉」的仁慈有所「迷誤」，不願意努力理解「阿拉」的要求與規

定，按祂的指導來過生活，並接受且感謝「阿拉」的好意（《古蘭經》有言：「以正

信換取迷誤的人，確已迷失正道了。」125），那麼忘恩負義的人類就得不到「阿拉」

「仁慈的對待」，而是得到「殘酷的對待」。然而，「阿拉」畢竟是至慈的，故正如《古

蘭經》所提到，犯錯之人只要肯悔過，且承諾不再犯下同樣的錯誤，那麼至慈的「阿

拉」仍是會原諒他的。《古蘭經》曾說：「……你們應當向你們的主求饒，然後，向

祂悔過，我的主確是至慈的，確是至愛的。」126，「﹙你說：﹚我的過分自害的眾僕

呀！你們對真主的恩惠不要絕望，真主必定赦宥一切罪過，他確是至赦的，確是至

慈的。」127。 

 

 「阿拉」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另外還有「溝通者」與「被溝通者」的關係。

而在「阿拉」與「人」之間的相互溝通中，究竟何者是「溝通者」，何者又是「被溝

通者」，則要看是由哪方主動溝通，哪方被動地被溝通，但畢竟溝通不會僅止於單向

關係，而會是一種雙向的關係，所以此處，「阿拉」與「人」都既可以是「溝通者」，

也可以是「被溝通者」。按照《古蘭經》的解釋，「阿拉」主動與「人」溝通時會使

用「非語言」的「自然符號」或者「語言」的「啟示」，「人」主動與「阿拉」溝通

時則會使用「非語言」的身體「禮拜」或者「語言」的「禱告」（發聲的或沈默的）。

我們也可參考Izutsu在《古蘭經中的上帝與人》一書中曾提出的圖示128，以便簡明地

進行理解： 

 

 

 

 

 

 

 

 

                                                 
125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108 節。 
126 參見馬堅：《古蘭經》，11 章 90 節。 
127 參見馬堅：《古蘭經》，39 章 53 節。 
12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 1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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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拉」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 

 

 

       非語言的                                      語言的 

 

      1.「自然符號」（natural Sign）                    1.「啟示」（Revelation） 

          阿拉                                                  阿拉 

          ↓ （從阿拉到人，從上到下）        （從阿拉到人，從上到下） ↓ 

           人                                                   人 

 

 

      2.「禮拜」                                    2.「禱告」 

          阿拉                                                  阿拉 

        ↑（從人到阿拉，從下到上）          （從人到阿拉，從下到上）↑ 

           人                                                    人 

 

 

由上圖示不難見出，在「阿拉」主動與「人」所進行的「非語言」的「自然符

號」的「溝通」中，「自然符號」可以是宇宙中的任何自然事物，諸如「阿拉」可以

藉由下雨、刮風、天與地的活動、日與夜的活動等等作為「自然符號」的自然事物，

來進行表達且影響著人的生活。Izutsu在《古蘭經中的上帝與人》一書中也曾表示，

「阿拉」不斷地用自然符號主動與人溝通，而只要擁有正確理解的正常能力的人，

就可以理解這些自然符號背後的涵義129。且「阿拉」使用「自然符號」進行表達的

這種方式，並不需要一個中介者，也就是不需要有一位先知，因為「自然符號」不

只能用來向某個民族進行表達，更能用來向全世界的人類進行表達。 

 

至於在「阿拉」主動與「人」所進行的「語言」的「啟示」的「溝通」中，啟

示意味著「阿拉」通過語言的方式來與人溝通，但「阿拉」幾乎不會直接以語言和

人們溝通，祂通常都會選擇一位代表者，也就是一位先知，讓他知道自己的想法，

並讓他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人們。然而，究竟「阿拉」會不會直接跟先知說話？「阿

拉」傳達自己的想法時所使用的語言又是什麼？而先知又如何能夠完整正確地將「阿

拉」的話語傳達給人們？若按照《古蘭經》的解釋，「阿拉」與先知講話時會用兩種

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祂自己用語言與先知說話，猶太教的先知「穆薩」（摩西）就曾

直接聽到「阿拉」的話語： 

                                                 
129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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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穆薩已做滿期限，而帶著他的家屬旅行的時候，他看見那座山的這邊

有一處火光，他對他的家屬說：你們等待一下，我確已看見一處火光，也許

我從火光的那裡帶一個消息來給你們，或帶一個火把來給你們烤火。他已來

到那個火光的附近，山谷的右岸上，有叢林的吉祥處，發出呼聲說：穆薩啊！

我確是真主，全世界的主，……。
130

 

第二種方式是「阿拉」會間接地藉由自己與先知間的一位中介者，也就是「阿

拉」的大天使，將「阿拉」的話語傳達給先知，再由先知傳達給人們。比方說，按

照《古蘭經》的說法，「阿拉」與伊斯蘭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溝通時，大多讓大天使「加

百利」當作中介者，在一段《古蘭經》經文中，「阿拉」則透過「加百利」而與穆罕

默德說：「

                                                

你說：……凡仇視加百利的，都是因為他奉真主的命令把啟示降在你的心

上，以証實古經，引導世人，並向信士們報喜。……131」。 

 

然而，「阿拉」啟示時所使用的語言又是什麼語言呢？正如先前所談到，猶太教

的先知「穆薩」（摩西）曾直接聽到「阿拉」的話語，可見「阿拉」當時是以希伯萊

語和「穆薩」（摩西）直接進行溝通的。至於「阿拉」與伊斯蘭教先知穆罕默德溝通

時可能使用語言的情形，若按照《古蘭經》的看法則是：「阿拉」與穆罕默德溝通時，

有時候會讓穆罕默德聽到一些很像鈴聲、蜜蜂嗡嗡聲的聲音，穆罕默德起先完全聽

不懂這些聲音，但在「阿拉」的啟示完成後，都會在穆罕莫德的心中形成意義，在

這種溝通情形中並沒有使用語言；有時候「阿拉」則會命令大天使「加百利」變成

一個人，直接以阿拉伯語向穆罕莫德轉述「阿拉」的話語，或以非語言的方式直接

將「阿拉」的話語放在他心中，在「加百利」離開後，穆罕默德心中的話語也將會

形成意義，不論穆罕默德是以何種方式理解獲得「阿拉」的話語，最後他都會將「阿

拉」的這些話語傳達給人們132。由上可知，當「阿拉」用語言來啟示先知時，不論

祂是直接地啟示先知或間接地藉由大天使「加百利」來啟示先知，先知所聽到的語

言必定是先知所屬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與民族，而每一個民族

所用的語言也有所不同，故當「阿拉」要將一個宗教賦予一個民族時，當然會用那

一個民族的語言，這正是為何「阿拉」傳達給猶太教先知「穆薩」（摩西）《舊約》，

傳達給基督教先知「耶穌」《新約》時，都使用他們各自的語言，唯有如此，先知所

屬的民族才能夠藉由讀與聽而理解信仰那一個宗教。正如當「阿拉」決定要將伊斯

蘭教賦予阿拉伯半島的阿拉伯人時，便選擇了一位阿拉伯人，也即穆罕默德，當祂

的先知，而傳達阿拉伯文的伊斯蘭宗教經典《古蘭經》。「阿拉」曾在《古蘭經》中

明白表示：「我不派遣一個使者則已，但派遣的時候，總是以他的宗族的語言﹙降示

 
130 參見馬堅：《古蘭經》，28 章 29-30 節。 
131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97 節。 
132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 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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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以便他為他們闡明正道。……133，「……假若我降示一部外國語的《古蘭經》，

他們必定會說：怎麼不解釋其中的節文呢？一部外國語的經典和一個阿拉伯的先知

嗎？……」134。 
 

按照Izutsu的想法，上述「阿拉」與人們的溝通過程可簡單示意如下圖135： 
 

A  「阿拉」（→ B 「大天使」） → C 「先知」 → D「人們」 

 

在此，我們必需加以強調，這整個溝通傳達的過程，真正的目的無非是讓人們

聽到「阿拉」的話語，讓人們理解「阿拉」作為「仁慈者」對他們的要求，讓人們

因此獲得「正信」而重視尊敬「阿拉」，最終找到正確的人生道路。若就伊斯蘭教而

言，穆罕默德作為一位先知，其責任也無非就是將「阿拉」的話語傳達給人們，讓

他們理解並遵從祂的要求。 
 

此外，先知又如何能夠完整正確地將「阿拉」的話語傳達給人們呢？顯見，在

「阿拉」與「人們」的溝通過程中，先知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因為他必需將「阿

拉」的話語完整正確地傳達給人們。當然，可以首先肯定的是，從A「阿拉」（到B
「大天使」）到C「先知」的傳達過程中，每一個階段的傳達都必需是完整正確的。

信仰伊斯蘭教經典的人都認為，《古蘭經》內的每一個句子，可說都是完整正確地被

「阿拉」說出來的，就算是穆罕默德，也不曾加過一字、減過一字，甚至改過一字。

Izutsu在《古蘭經中的上帝與人》一書中曾表示，「阿拉」將自己的話語傳達給穆罕

默德時，穆罕默德即很清楚地知道將「阿拉」的話語一字接著一字地記住的重要性，

且他非常擔心此件任務的困難性，但「阿拉」要他不用擔心，吩咐他耐心地聆聽「阿

拉」的啟示，等到他將要把「阿拉」啟示的話語傳達給人們時，「阿拉」則會幫助他

不加一字、不減一字、不改一字地傳達136。在《古蘭經》的一段經文中，「阿拉」

就曾對穆罕默德如此說：「 ……你不要搖動你的舌頭，以便你倉猝地誦讀它。集合

它和誦讀它，確是我的責任。當我誦讀它的時候，你當靜聽我的誦讀。然後解釋它，

也是我的責任。」137。 
 

這樣看來，穆罕默德將「阿拉」的話語傳達給人們，並不是以聆聽並理解「阿

拉」的話語後，再將其重點講給人們聽的方式來進行的，而是完整正確地記住每一

句話、每一個字，再將其完整正確地傳達給人們，這也是信仰伊斯蘭教的人普遍認

                                                 
133 參見馬堅：《古蘭經》，14 章 4 節。 
134 參見馬堅：《古蘭經》，41 章 44 節。 
135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 179. 
136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 181. 
137 參見馬堅：《古蘭經》，75 章 16-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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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古蘭經》並非是人所寫的，而是一本由「阿拉」所寫之完美的奇跡。 
 
既然討論過了「阿拉」主動與「人」溝通時使用「非語言」的「自然符號」或

者「語言」的「啟示」之情形，現在就讓我們繼續探討「人」主動與「阿拉」溝通

時使用「非語言」的身體「禮拜」或者「語言」的「禱告」（發聲的或沈默的）之情

形。第一種「非語言」的身體「禮拜」之方式，最典型的便是伊斯蘭教教徒每天所

做的五次「禮拜」活動，而在此等活動中，人是以身體的一些特定動作與《古蘭經》

特定經文的低聲唸誦之「禮拜」活動直接地和「阿拉」進行溝通。第二種「語言」

的「禱告」（發聲的或沈默的）之方式，則是人以發聲的或沈默的「禱告」直接地和

「阿拉」進行溝通。 
 

我們必需注意，不論「阿拉」是藉由「非語言」的「自然符號」還是「語言」

的「啟示」來和人溝通而讓人理解到祂的要求，重要的是「人」必然對祂的有所回

應，因為若「人」完全沒有回應可言，那麼「阿拉」的要求當然就會變的毫無意義。

但人對「阿拉」畢竟必然有所回應，不是接受並遵從，就是拒絕並違逆。在此，我

們可以參考Izutsu的看法138，以下列圖示進一步說明上述兩種人對「阿拉」的回應，

及隨之而來的結果： 
 

      
   阿拉的話               人的回應         結果        先知的身分 

「自然符號」或「啟示」  →  接受並遵從  →  正信  →  福音傳播者 

「自然符號」或「啟示」  →  拒絕並違逆  →  迷誤  →  警告者 

 

按照上圖所示，接受並遵從「阿拉」話語的人將會得到正信，故傳達「阿拉」

話語的「先知」對其而言是一位「福音傳播者」，他將會告訴人有關「天堂」的好消

息；拒絕並違逆「阿拉」話語的人則將會陷於迷誤，對其而言「先知」則是一位告

訴人有關「地獄」的審判消息之「警告者」。關於這兩種結果，在《古蘭經》中有著

很清楚的表示：「……信道而且行善者，是樂園（天堂）的居民，他們將永居其中。」
139，「你們的主說：你們要祈禱我，我就應答你們；不肯崇拜我的人，他們將卑賤

地入火獄。」140。 
 

此外，人確實可藉由身心的行為與意願來「接受並遵從地」或「拒絕並違逆地」

回應「阿拉」，就如「阿拉」也確實可通過自然符號與事件來對人的行為與意願作出

                                                 
138 參見Toshihiko Izutsu , God and Man in the Koran, pp. 230-242. 
139 參見馬堅：《古蘭經》，2 章 82 節。 
140 參見馬堅：《古蘭經》，40 章 6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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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切的回應。 

 

我們的研究進行到此，有必要回過頭來對創造活動的三階段、人被創生後的整

個發展過程的三階段（人在這個世界中受考驗的階段、人的靈魂等待末日審判的階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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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與「阿拉」間的五種關係，再加以綜合的討論。基本上，我們不難理解

到，創造活動三階段是先行於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三階段而存在的，因而

可將創造活動到人被創生後的發展，看成接連發生的一整個系列。至於人與「阿拉」

間的五種關係，則可以置放在這一整個接連發生的系列中來進一步考量，不過，並

非每一種關係都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每一個階段中。這樣子的討論，將有助於我

們在此等課題方面獲得更深入的理解把握。 

 

  首先，讓我們來考慮人與「阿拉」間的第一種關係，也即「創造者」與「被創

造者」的關係，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哪些階段中呢？按我們先前的相關說明，顯

然這種關係最早在創造萬物永恆原型之創造的第二階段就已存在，並接連地也在創

造現實萬物存在之創造的第三階段有所發生。其次，人與「阿拉」間的第二種關係，

也就是「考驗者」與「被考驗者」的關係，又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哪些階段中呢？

若據前面的相關討論，此種關係僅存在於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今

世），也即從人的身體與靈魂的生之後的青春期開始，直到人的身體的死為止之人在

世界中受考驗的階段。再其次，人與「阿拉」間的第三種關係，亦即「預定且分派

者」與「被預定且分派者」的關係，則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哪些階段中呢？正如

我們早先的相關解釋，這種關係最初就已存在於將共同的人的永恆原型創生形成個

別的人的現實存在之創造的第三階段，接續地又發生於從人的身體與靈魂在母親子

宮裡結合的生開始到青春期，再接續地又發生於自青春期始的受考驗的階段，也即

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今世），以及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

第二、第三階段。第四，人與「阿拉」間的第四種關係，也即「仁慈者」與「被仁

慈或殘酷對待者」的關係，但此關係又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哪些階段中呢？若根

據我們過去曾有的相關解說，其實此中「仁慈者」與「被仁慈對待者」的關係，早

自創造萬物永恆原型之創造的第二階段就已存在，並在創造現實萬物存在之創造的

第三階段也有所發生，乃至接續地又發生於從人的身體與靈魂在母親子宮裡結合的

生開始到青春期，再接續地又發生於自青春期始的受考驗的階段，也即人被創生後

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今世），以及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二、第三

階段；但在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三階段中，卻不僅存在有「仁慈者」與

「被仁慈對待者」的關係，也有可能存在有「仁慈者」與「被殘酷對待者」的關係。

第五，人與「阿拉」間的第五種關係，則是「溝通者」與「被溝通者」的關係，而

這關係又存在發生於整個系列的哪些階段中呢？若按照我們前頭所述及的相關討

論，確切說來，早於創造現實萬物存在之創造的第三階段確已有所發生，後來則又

發生於自青春期始的受考驗的階段，也即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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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及人被創生後的整個發展過程的第二（巴爾撒克）、第三階段（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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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時代伊斯蘭教徒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統一性，後來在伊斯蘭統治範圍的逐漸擴大中而愈益弱化了。伊斯蘭所統治的範圍越大，遭遇到的異文化就越多，而這種情形則為伊斯蘭的原有文化帶來了極大的危險。因為伊斯蘭統治下之阿拉伯以外的其他區域，諸如埃及、敘利亞和安那托利亞東南部地區，原來就有相當高度的宗教與文化傳統，這致使伊斯蘭世界在倍感危急的狀態中，認識到僅有「刀劍」的力量是不夠的，伊斯蘭世界尚需「筆」的力量。這也即是說，「政治」的力量之外，必需重視科學與哲學的重要性，如此才能保護並發展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故伊斯蘭的哈里發大多都很重視且支持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研究，也正因此，許多伊斯蘭科學家與哲學家往往就住在皇宮裡為哈里發工作。 
	伊斯蘭哲學的開端，是伴隨著將眾多古希臘哲學作品翻譯成阿拉伯文而開始的。這樣的翻譯活動持續了很長久的時間，我們大致可將其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階段，前一個時期階段是伊斯蘭阿拉伯帝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也即公元661年至750年間的倭馬亞王朝，後一個階段則是阿拉伯帝國的第二個世襲王朝，也就是公元750年至1258年間的阿拔斯王朝。在倭馬亞王朝的時期階段，伊斯蘭教的傳布範圍快速地擴張，在王朝的控制下，其他國家民族的語言、思考方式，以及文化風格，一方面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大量影響，另一方面則也深刻廣泛地影響了伊斯蘭世界。在古希臘文化與伊朗文化的影響之下，伊斯蘭的科學在敘利亞的基督教學校中開始發展起來。在倭馬亞王朝的時期階段，對伊斯蘭文明最有影響的是伊朗文化，而在阿拔斯王朝的時期階段，對伊斯蘭文明最有影響的則是古希臘文化。因為與其他文明的大量接觸，伊斯蘭世界便產生了自我認同的強烈需求，對伊斯蘭教有系統的建構及研究於是展開了。 
	伊朗開始了最早的伊斯蘭教研究，後來則傳到了阿拉伯半島，於是阿拉伯人也開始了伊斯蘭教的研究。在倭馬亞王朝時期階段，最初的研究題目是以醫學為主，隨後的研究題目則偏向於哲學，故當時就培養出了許多的伊斯蘭科學家和哲學家。但到了倭馬亞王朝末期，阿拉伯的有錢人與知識分子則開始重視文學，尤其是詩歌，同時也有許多基督教學者在倭馬亞皇宮裡繼續進行關於占星術、醫學、化學等重要研究，後來這些研究成果都被翻譯成了阿拉伯文。然而，倭馬亞王朝的翻譯工作並不夠嚴謹，也不夠完整，真正嚴謹而完整的翻譯作品卻是在阿拔斯王朝才開始的，且阿拔斯王朝所翻譯的作品之範圍則更加擴大，當時的翻譯作品除了醫學與其他科學外，還包括了宗教及哲學方面的作品，當時的學者除了翻譯古希臘文作品，也翻譯了不少古敘利亞文、波斯文、印度文及希伯来文的作品。而倭馬亞王朝哲學家與神學家尤其重視的兩個研究問題，正是「阿拉之地位」，以及「命運與人的責任之關係」。  
	到了公元750至1258年間的阿拔斯王朝，從國外引進的許多科學與哲學作品嚴謹而完整之翻譯活動則正式地展開了。當時侯伊朗、印度與古希臘科學及哲學研究資料都被翻譯成阿拉伯文而進入了伊斯蘭教思想裡。在阿拔斯王朝第二個哈里發曼蘇爾時代（公元754 至 775年間），曼蘇爾（Al-Mansur）除了支持翻譯活動以外，還做了許多讓伊斯蘭文化和文明進步發展之事，比如：他把巴格達、巴斯拉與庫法當做文化中心，指派皇宮裡的學者將有關印度占星術與自然的書籍翻譯成阿拉伯文，其中，還特別根據印度占星術的書籍來寫一本新的談論天文運動的書。曼蘇爾最大的成就是，他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也即如果要提升文化創作的產量，必需提供學者合適的研究環境，讓他們互相討論並且一起合作。他按此道理在巴格達建立了圖書館、翻譯室、醫院和天文台等許多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研究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研究中心則培養出了法拉比（Al-Farabi）、金迪（El-Kindi）和阿維森納（Ibn-Sina）等許多重要的伊斯蘭哲學家與科學家，後來則集合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個大學。  
	之後到了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哈倫．拉希德時代（公元786至809年間），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在巴格達另外又建立了圖書館與學院，從伊朗與印度來的許多學者及醫生，則在這些學院裡學了阿拉伯文後，將許多哲學與醫學書籍翻譯成了阿拉伯文。隨後，由於哈里發馬蒙（公元813 至 833年間）特別重視這些方面作品的資料完整性，所以他又多次派遣阿拉伯留學團到希臘半島與賽普勒斯島留學，並帶回大量的哲學書籍，後來更建立了許多專門翻譯的學校，將這些古希臘文、古敘利亞文與波斯文的哲學書籍翻譯成阿拉伯文，此翻譯活動則一直持續到了十世紀左右。  
	這些翻譯活動若按照資料來源加以區分，主要是順著兩條路線而發展，一條是從雅典到伊朗的路線，另外一條則是從印度到伊朗的路線。讓我們先簡單地介紹第一條路線。在位於雅典之專門研究哲學的雅典學校解散後，古希臘哲學首先轉移到了羅德島，並在那裡建立起了一間新的哲學學校，古希臘哲學後來又擴散到亞歷山卓，再從亞歷山卓轉移到了安條克 、爾法 與哈蘭 ，最後則轉移到伊朗。這些翻譯活動，主要是根據至8世紀已被譯成古敘利亞文的古希臘作品，再轉譯成阿拉伯文的方式進行的。有關化學、哲學、醫學與邏輯方面的書籍，大部分於8世紀是就被翻譯出來，但後來卻遺失了。後來到了9世紀，醫學、數學與科學方面的重要作品，諸如托勒密 、歐幾里德 、希波克拉底 、蓋倫  的作品都翻譯成了阿拉伯文；哲學方面的重要作品，諸如亞里斯多德關於探討靈魂、精神生命力與心靈的作品，以及柏拉圖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譯出來了。到了10世紀，許多與歷史、哲學和形上學有關的作品也被翻譯成了阿拉伯文。於是，許多本來不屬於伊斯蘭世界的知識和學問，就進入了伊斯蘭世界，諸如新柏拉圖主義、神秘主義、偶像崇拜等等的新概念都隨著這些翻譯作品而進入了伊斯蘭世界，並一方面被某些人所接受，同時也被某些嚴格的伊斯蘭教徒所批評。新柏拉圖神秘主義與亞里斯多德倫理學最後在巴格達結合了起來，於是在巴格達的原先許多基督教學者的地位，就逐漸為伊斯蘭學者所取代。  
	 第二條路線則是印度到伊朗的路線，這條路線的翻譯活動則大致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基督教哲學家和伊朗、印度的科學與哲學思想之影響下發展出來的。由於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們大多重視哲學與科學，所以讓許多從事翻譯的學者在皇宮裡工作，而印度對伊斯蘭哲學的影響，也是如此在阿拔斯王朝開始發展的。當時許多的印度作品都被翻譯成阿拉伯文，但印度宗教信仰中的有些概念與想法隨著翻譯活動進入伊斯蘭世界後，卻在許多伊斯蘭地區受到了嚴重的批評並被拒絕。比如說，當時印度人相信兩個上帝，一個是屬於善的大梵天，另外一個是屬於惡的惡魔，但是這種想法在信仰一神宗教的伊斯蘭世界卻無法被接受，故在伊斯蘭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印度思想的影響則逐漸變弱了，之後有關印度思想作品的翻譯活動也逐漸被希臘哲學與科學作品的翻譯活動所取代。後來隨著阿拔斯王朝的滅亡，巴格達也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許多小國家各自分裂獨立出來，然而這些小國家都不太重視文化，於是伊斯蘭教也跟著衰微了，伊斯蘭宗教哲學也因而失去了重要性。  
	 在伊斯蘭文化與思想的建立發展過程中，整個翻譯與研究活動，除了需要許多國王與其他統治階級的支持以及學者的努力外，還存在著地理位置與地緣政治上的影響。我們要注意到，美素不達米亞、伊朗、安納托利亞和埃及等許多古代文明，都在伊斯蘭文化與思想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大影響且豐富了其內涵。而且，伊斯蘭教最初是在阿拉伯半島最重要的貿易中心麥加得到建立，隨後在阿拉伯半島最重要的農業城市麥地那獲得發展，後來又在一方面位居絲路上，另一方面又位居底格里斯河兩岸之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也即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獲得了成孰且完整的發展。許多伊斯蘭學者認為，第8世紀的後半葉到第12世紀，可說是伊斯蘭教、伊斯蘭哲學和伊斯蘭文明的真正黃金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