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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奉  阿拉尊名，  祂恩典澤被萬事萬物而永恆不變，慈悲佑助此生只信奉仰賴  祂

的人。 

《古蘭經》第 3章第 19~20節： 

ن بآيات هللا فإال من بعد ما جاءهم العلم بغيا بينهم ومن يكفر ن أوتوا الكتاب إسالم وما اختلف الذيإل" إن الدين عند هللا ا

ب * فإن حاجوك فقل أسلمت وجهي هلل ومن اتبعني وقل للذين أوتوا الكتاب واألمين أأسلمت فإن هللا سريع الحسا

 أسلموا فقد اهتدوا وإن تولوا فإنما عليك البالغ وهللا بصير بالعباد" صدق هللا العظيم

  阿拉的宗教是伊斯蘭教。曾受天經之人，除在知識降臨他們後，互相嫉妒外，對

於伊斯蘭教也沒有異議。誰不信阿拉的蹟象，（阿拉不久就要懲治誰），因為阿拉

確是清算神速的。(19) 如果他們與你爭論，你就說：「我已全體歸順阿拉；順從我

的人，也歸順阿拉。」你對曾受天經的人和不識字的人說：「你們已經歸順了嗎？」

如果他們歸順，那末，他們已遵循正道。如果他們背棄，那末，你只負通知的責任。

阿拉是明察眾僕的。(20) 

自人類降生以來，  阿拉就開始為我們派遣先知與使者。 

  第一位先知是我們的祖先亞當，他是第一個住在地球上的人，在他來到地球之前，  

阿拉(上帝)已事先準備好，讓這個地球成為一個適合他與後代居住的地方。 

  阿拉(上帝)在穆斯林的聖書《古蘭經》中，共提過 25 位先知，  祂說還有許多

先知未曾跟我們提起。根據伊斯蘭學研究，從先知穆罕默德與他友伴的言談得知，

自人類降生到最後一位先知穆罕默德，一共有 125000 位先知與使者曾派遣到人間。 

  自創世以來，  阿拉(上帝)只提過一個宗教—伊斯蘭。 

  一般人認為，伊斯蘭是先知穆罕默德所創立的宗教，但這只是一個狹義而片面的

說法，事實上，「伊斯蘭」這個名詞是阿拉伯語 إسالم 的音譯，意指「對  阿拉

(上帝)的指示拳拳服膺，對既定的事實坦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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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蘭經》的章節清楚點明「唯一宗教」的概念。當論及宗教，  阿拉(上帝)並

未使用阿拉伯語複數名詞 Adyan，反倒採用單數名詞 Din，如此顯示，來自  阿拉

(上帝)的宗教只有一個，不管人們賦予它何種稱號，最終都要歸向  上帝。 

  循伊斯蘭原意，我們知道它不單指狹義的宗教團體，而是代表更廣義的概念，它

告訴我們：  上帝的宗教只有一個，只要與上述伊斯蘭信仰吻合，都屬於同一個宗

教。同樣的，「穆斯林」也是個音譯的名詞，來自阿拉伯語 مسلم，其意不單指「先

知穆罕默德的徒眾」，只要是對  阿拉(上帝)的指示拳拳服膺、對既定的事實坦然

接受的人，都可稱作穆斯林。如果你是基督徒，信仰  上帝且遵照  祂對耶穌的指

示去禮拜  上帝，那麼你就是穆斯林，因為先知耶穌也自稱穆斯林；如果你是猶太

教徒，信仰  上帝且遵照  祂對摩西的指示去禮拜  上帝，那麼你就是穆斯林，因

為先知摩西也自稱穆斯林；不管你信仰何種宗教，只要最終引導你去禮拜  上帝、

和天啟的宗教如出一轍，那麼你就是穆斯林。但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所稱的  上

帝須具備相同涵義、能力與特質，只要我們所說的  上帝在這三方面完全符合，不

管世俗如何稱呼，都可說是穆斯林。 

  阿拉在《古蘭經》第 42章第 13節說道：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بسم هللا 

ى أن أقيموا الدّين وال براهيم وموسى وعيسشرع لكم من الدين ما وصى به نوحا والذي اوحينا إليك وما وصينا به إ

 ظيم علويهدي إليه من ينيب" صدق هللا ا تتفرقوا فيه َكبَُر على المشركين ما تدعوهم إليه هللا يجتبي من يشاء

  祂已為你們制定正教，就是祂所命令努哈的、祂所啟示你的、祂命令易卜拉欣、

穆薩和爾撒的宗教。你們應當謹守正教，不要為正教而分門別戶。以物配主的人們，

以為你所教導他們的事是難堪的。阿拉將祂所意欲者招致於正教，將歸依祂者引導

於真理。(13) 

    在這個章節，  阿拉告訴先知穆罕默德：  祂教導他那些信仰的律法，與  祂

對先知挪亞(努哈)、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薩)與耶穌(爾撒)所教導的內容

完全一樣。  祂說：所有信徒都應該遵循這個理念，即使情勢未如他們所願，也不

該分裂成不同群體，因為他們敬拜同一個  上帝，無論哪個時期，  上帝都未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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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祂同時說道：任何人想要接近  阿拉，只要決心如此且付諸行動，  祂必定

遂其心願；相信並仰賴  阿拉的人，必被引到真理的路上。 

  祂也在第 2章第 130~133節說道： 

 بسم 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من يرغب عن ملة إبراهيم إال من سفه نفسه ولقد اصطفيناه في الدنيا وإنه في اآلخرة لمن الصالحين * إذ قال له ربه 

نتم ى لكم الدين فال تموتّن إال وأاصطف إبراهيم بنيه ويعقوب يا بني إن هللاأسلم قال أسلمت لرّب العالمين * ووصى بها 

اله آباءك إبراهيم بدون من بعدي قالوا نعبد إالهك وإإذ قال لبنيه ماتع الموتُ  ر يعقوبَ مسلمون * أم كنتم شهداء إذ حض

 وإسماعيل وإسحاق إالها واحدا ونحن له مسلمون * 

  صدق هللا العظيم

  除妄自菲薄者外，誰願鄙棄易卜拉欣的宗教呢？在今世，我確已揀選了他；在後

世，他必居於善人之列。(130)  當時，他的主對他說：「你歸順吧。」他說：「我

已歸順全世界的主了。」(131) 易卜拉欣和葉爾孤白都曾以此囑咐自己的兒子說：

「我的兒子們啊！阿拉確已為你們揀選了這個宗教，所以你們除非成了歸順的人不

可以死。」(132) 當葉爾孤白臨死的時候，你們在埸嗎？當時，他對他的兒子們說：

「我死之後，你們將崇拜什麼？」他們說：「我們將崇拜你所崇拜的，和你的祖先

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所崇拜的──獨一的主宰──我們只歸順他。」

(133) 

  阿拉告訴我們：那些不相信  祂的人，事實上並不關心自己。 

  阿拉選定亞伯拉罕向世人闡述  祂的宗教，更直稱他為永世有德之人。 

  阿拉要亞伯拉罕信仰  祂，他當下立即奉行，且說道：「我相信  阿拉，這世界

的主宰。」之後他也告誡他的子孫：「  阿拉賜給你們這個宗教(伊斯蘭)，你要確

保自己一直到死亡，都是抱守相同信仰的穆斯林。」雅各(葉爾孤白)臨死之前也問

他的孩子們：「我死之後你們要信奉誰？」他們回答：「我們要信奉同一個  上帝，

您與您的先祖亞伯拉罕、以實馬利(易司馬儀)與以撒(易司哈格)所信奉的  上帝，

相同且唯一的  主，我們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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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蘭經》許多章節都直指伊斯蘭為來自  阿拉唯一的宗教，和其他天啟的宗教

一樣，同樣的  上帝、唯一的  造物主，只是被人類冠上不同稱號。  

  先知穆罕默德說：「在我之前的眾先知，就像一棟施工完善且引人注目的房子，

獨缺一磚尚未砌上，人們談論時總說，除這塊磚的空缺之外，這房子堪稱完美，我

便如是說道：『身為  阿拉派遣的最後一位先知，我就是這個磚塊。』」 

  因此，我們得知這個宗教的真義：它來自唯一的  上帝―  阿拉，穆罕默德之前

的眾先知也是信奉同一個  上帝。在《聖經》裡，有些先知在演說或言談時，甚至

提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而且在談論宗教時，都稱呼他們的宗教為伊斯蘭。(註：

此乃根據阿拉伯語《聖經》；阿拉伯世界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 

  伊斯蘭為之前所有天啟的宗教做最完美的結合，  阿拉藉由最後一位先知穆罕默

德，為我們做最後一次真理的傳遞。 

  有些人認為我們應該研究比較宗教學，事實上，沒有必要設立這種學科或課程，

不管哪一個宗教，只要來自同一個  上帝，都不該有信仰上的差別。我們應該關注

的是，如何讓所有天啟的宗教和平共處、彼此接受，畢竟他們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接受同樣的啟示，只是媒介與時地不同而已。 

  來自天啟的宗教只有一個，儘管人類賦予它不同名詞，  阿拉(上帝)還是管它叫

伊斯蘭，意指對  阿拉(上帝)的指示拳拳服膺、對既定的事實坦然接受。 

  這個宗教秉持的信念就是：只有一個  上帝―  祂沒有偶伴、沒有妻子也沒有子

嗣，  祂未曾被創造、沒有開端也沒有盡頭，  祂無需睡眠且無疾無憂，  祂無形

無相且無所不在，  祂自給自足且無所不能，更甚者，只要  祂說：「成！」則該

事立即完成。 

  阿拉(上帝)通曉一切，沒有任何事物比  祂更親近我們，  祂甚至比我們自己更

了解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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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上帝)知道我們需要什麼，也知道什麼即將發生，  祂能為我們成就每件事

情，且不需任何回饋，反倒我們，舉凡任何事都需要  祂的恩典。 

  真正的信仰，就是對  阿拉完全的信任―相信  祂能為我們成就一切，這樣的信

仰，可以讓我們在兩世都得到最佳安排―我們身處的現世及死後的永世。不過我們

必須用正確的方式請求  祂，且遵循  祂透過先知穆罕默德傳授給我們的訓示。  

  當我們向  阿拉求助的時候，要有十足信心確知：  祂正聆聽我們、看顧我們。

我們要知道，不管為我們做什麼事，  祂都不會損失，我們要衷心地感受與確實地

相信：唯  阿拉有辦法為我們成就一切，只要得到  祂的支持，我們不再需要任何

人。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確信，無論過程如何，最終一切都是  阿拉最好的安排，

因為  祂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只要我們持守這種信心與信念，必能得到最好的

結果，而且能在生活中得到舒坦與滿足。 

  《古蘭經》第 65章第 2~3節寫道： 

 بسم 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يرزقه من حيث اليحتسب ومن يتوكل على هللا فهو حسبه إن هللا بالغ أمره قد جعل  ومن يتق هللا يجعل له مخرجا * 

 هللا لكل شيء قدرا" صدق هللا العظيم

  誰敬畏阿拉，祂將為誰闢一條出路，(2)  而且從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給他。誰信

托阿拉，祂將使誰滿足。阿拉確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阿拉確已使萬物各有定數。

(3) 

  阿拉永遠不會讓敬畏  祂的人感到失望，  祂總是引他們到最佳境地，  祂總為

他們指出最好的解答，  祂會用他們作夢也想不到的方式為他們帶來幸福；真正仰

賴  阿拉的人只要有  阿拉就足夠，所有的需求  祂都能滿足，每件事  祂都做最

好的安排。 

  當我們知道下指令的是誰，就會遵照指令、圓滿達成；假使我們不知道誰在下這

些指令，我們總有辦法找藉口推託。所以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  阿拉，一旦我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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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解，必能心悅誠服地服從並遵守  祂的指示，因為我們將清楚地知道：  祂所

有的指示，都在為我們今生與永世做最好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