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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普慈精巷的其主之名

既然其主是人勻宇宙的總財而唯一的主

宰，那么，他就是至高元上的主宰，他是天

地方物的化育者和推妒者，他是最仁慈的，

他的仁愛保妒者所有的人。既然真主錯了每

小人以做人的尊戶和乘誓，并把自己的精神

融入每小人之中，那么，我們就可以做出這

祥的結洽:真主能移使我們大家囡站一致。

除了每小人的特性不同外，人就本潰而吉是

一祥的，他們之間并沒有本庚的差昇，他們

之間的民族、跌色和平中族的差別只是便于相

互的了解和主人恨。每小人之肉都是相互朕系

的，所有的人都在最仁慈的造物主美杯下光

茉而愉快的工作看，并在此基石出上結成兄弟

友情。在送天堂般的汽氛中，伊斯主失于真

主狙一的表白占指著中心地位，因:句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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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虫一拘成了人突同方一体，四海之內皆兄弟

的思想基拙。

伊斯主園家思管可以建立在地球上的任

何一小地方，但是伊斯主并不把人杖仗限于

伊斯主回家的地區之內，伊斯主已先整令人

突規定了一些普遍使用的、帶有根本性的杖

利:送些杖利在任何祭件下都能得到遵守和

尊重，不管此人是否住在伊斯主因家的領土

上，也不管他所赴的地方勻伊斯竺是否友好，

述一克在《古竺詮》中有明嚼的1)11 示:

U 抖抖 ~'4午.ill勾子爭 lyj '~T ~+i\ ~ 4"
~II戶叮 d戶~~)r~ Ij~品\ Ij~ 'l r ~r尹iJt泣，訴主~

[(8) :~To..IJ山] ~ iJ.，l沾j ~ fr主 ill! iJ!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曳尿忠扳主，三自

秉公作証，你們絕不要因方怨恨一伙人而不

公道，你們封公道，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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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道敬畏其主。真主碼是鄉知你們的行1iJ

的。】@

人的生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至不可侵

犯的，任何人都不能元錢元故示害他人，因

此，如果哪一令人充故地承害了別人，那么，

《古主詮》磷主人他硝己犯下了級大的罪惡，

就像他承害了全人笑一祥。《古主經》的切|示:

d~IJ這叫主i J')~\ ~μ 〉fJ A MUjii ♂多

[(32) 勾\o..lJ山1電~

E 除因笈仇或平說外，凡枉系一人的，

如荼余人口】@

在伊斯竺看末，不善待站女、 JL章、老

弱病殘者是不能容忍的，把女的名者和央常

充洽在任何情況下都鹿三主得到尊重，仇織者

CD «娃席章》第 8可言

@ {娃席章》第32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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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座挨得食物，赤身者必須族得衣眷，彷殘

者必須荻得巨芳和照厥，元拾他們是穆斯林

的成員勻否。

道我們i寸拾伊斯主的人杖思想肘，我們

主人均速些杖利是真主賦予的，它不是未自任

何君主的賞賜，也不是什么立法放金的政策

法令，因方君主的賜杖或立法机拘所形成的

法律法令都有可能被他們以同祥的方式收回，

遠神情況更造合于由狙裁者接受和承汰的杖

利。他們在共致高昂的吋候可能授予某科杖

利，但在不高共的肘候又合立即收回，如果

他們示意就全任意踐踏。

但是遠在伊斯主中硝完全不同，伊斯主

主人均人枚是未自于真主，世界上的人、任何

立法机拘、任何政府都充杖修改、或交功真

主授予的杖利，任何人也充杖剝夸或收回它。

送些基本校利不是有在紙上囡好看，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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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了搞什么展覽，而是吐人們在生活中去其

体妥現，這些杖利也不是什么哲掌上的抽象

概念沒有任何釣束力。

亞美合圓的免章、黃明和決故不能勻真主

的杖利相提并槍，這是因方前者并不能造用

所有的人，而后者則能釣束每一小有正信的

人。它是伊斯竺信仰的一部分，所有的穆斯

林、所有自林是穆斯林的統治者都必須接受

和承試并安施送些杖利，如果他們沒有安施，

并卉始否已人真主授予的送些杖利，或者況是

想修改這些杖利，或者只說而不做，那么，

《古主銓》封于送科政府的判決十分清楚，

毫充隱晦! «古主詮》中教專說:

心

[(44) :~刮To已u斗..J.J山]

【堆不依照真主所降示的銓典而判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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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是不信道的人。] <D

伊斯.l- ci~ 1I6人教 r

1--' 讀 J!§財戶的感舍。先知穆罕默德

(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醉朝的那次

演排中說=“你們的生命、財戶和名替都是

神差不可侵犯的。，，@

穆圭(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同吋

逆拾述了在穆斯林國家中非穆斯林公民的地

位。他說:“准充故地方是害一小在穆斯林保妒

下的非穆斯林合民，那么，他就悶不到法國

的司息。"

2-1:崇f1'名聲。《古主詮》中作了下列規定:

'Y~ cJi~ 伊 d沙 ~~IρT~~'~ 區 b

'J~~J 沾沾 1示:鈍。 r~ ~L:.J';叫肖抽泣 I;;'ι

科♂)少也~， JAi ~卉ill ~'l l ~ y的句 'J主8 'lJ 抖~i

φ 《籃席章》第 44 "f.f

ClJ «布哈里主制|集》和《穆斯林至1) 11集》

- 8 -



~， ;i~ ，抖I I~T ~~I ~'f \te;:，戶!~I 抖 Uzi〉SLJ;

計划」JL品，戶尚品，治 1μd 句詩:，已j1LAib!

唾詩:心侈品1 已!di13ifGM品J主i l毛主 ~f~y~~f

[(11-12) :~T 心I.，r:山l

E信造的人的啊!你們中的男子，不要

互相嘲笑:敏嘲笑者，或i午腔于嘲笑者。你

們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

或吽蛀于嘲笑者。你們不要互相講演，不要

以海名相林:信道后再以埠名相草草， i主林呼

真惡劣!未悔罪者，是不文的o 信道的人們

啊!你們鹿三自遠萬件多猜疑:有些猜疑，硝

是罪迂。你們不要互相偵探，不要互相背毀，

誰道你們中有人喜攻吃他的己死的教胞的肉

呵?你們是反惡那神行方的。你們鹿三自敬畏

真主，真主磷是至赦的，磷是至慈的。】@

3-私盟主緝的本可吱聲巳輯處安全悔自眶。

(j) «寢室章》第11-12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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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經》規定了如下禁令:

1戶!μ去角五;三切 I);甸、 IpT~~1 咄逼，

:“ JyJ\]唾 '-'J'fjj 戶山河j ~抖抖!品收f~1戶:Jj

[(27)

【信道的人的啊!你們不要避他人的家

去，直到你們清求件可，并向主人祝安。速

滑于你們是更高尚的， (真主述祥指辱你們)，

以使你們能氾取教海。】@

4人If.自由前哥哥舍。伊斯主的原則規定

除非一小公民所犯的罪行在公申中得到i正玄，

否則他就不金被捕，佼佼根掘就杯疑抓人是

不符合伊斯三法定的各紋的，不給人以合理

的辦妒机金就把他投入血獄，在伊斯竺看未

是主色封不允許的。

5冉說故牽制的報制 o 抗汶寺制政府的特

枚是伊斯主給勻人們的一科杖利。《古竺詮》

Q) «光明章》第 27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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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早說:

叫\] ~沙~ ~1 J jiJ,~心~»\W'~ 'l ;

[(148) :到

【其主不喜愛(任何人〉宣揚惡事，除

非他是投入弓枉的。】@

前面我們己詮說泣，在伊斯主看未所有

的校利和尊戶均未自于真主，那些被委以杖

利的人只是真主的代理人，所有掌杖者均在

造福于他的人民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杖利，

但他又必須是畏主守法的o 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但其后，第一

位穆斯林的長官艾布白克力之(愿主喜悅他)

委任期伺 z 在他的就取演滸中就|涓述了述一

現息，他說:“如果我做的是正嚼的吋候，你

們豈勻我合作:如果我做錯了肘，你們對方

我糾正。"也就是悅:只要我遵守真主及其使

ω 《姐女章》第148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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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教誨，你

們就對服狀我:如果我的行均有遠背短到II 肘，

你們可以萬我而去。

ι3宮吾告自由 o 伊斯主給予在伊斯主因家

中居住的所有的公民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其

限制奈件均速科自由必須用來建立一神道德

或用來借播真理，;W-禁散布邪惡勻迷信。伊

斯主失于思想和言洽方面的自由要比西方的

概念高明的多，也就是說:只要《古主經》

和穆至(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言行

汞中未曾明文禁止的，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

表送自己的思想和現焉。

7-告奮社自由 o 伊斯主也同祥給予了人們

結社、三且全只兌派的自由，盎然，送科杖利必

須是建立在特播伊斯三真理上。

ι良知和當抑自自 o 在遠方面《古三詮》

有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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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 唾;正II 已佇立h〉1ASAddUtJ a1主1~ ;

[(256)

【肘子信仰，給元強迫，因方正邪積已

分明了。】@

集杖社合所作所方正勻此相反，它完全

剝夸了小人的杖利，它板不遠合地封回家的

杖力大加贊美，送安綜上造成了封人的庄抑

和奴役。迂去，奴案制指的是人游人完全的

控制一一現在那神制度己在法律上被庭除了，

集杖社舍去口又想出了游人控制的新花招。

9-河東歌調皂糟的T暑妒。伊斯竺除了規定

良知和信仰自由外，迋規定了保妒宗教情感

的杖利。人的宗教情感特受到造造的尊重，

在伊斯主看來，任何可能妨磚他人的吉行都

是非法的。

10-不安哥步提宮是純真學悶棍草草o 伊斯主主人

CD (黃牛章》第 256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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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句:一小人的罪迂只有他自己來承扭，任何

人不合因方他人的罪迂而被捕入獄。文才此，

《古主銓》曾作了明嚼的指示:

~~，九33 已jlJ jj ~J 心bhJY」AUh

[(164) :~T il勾心]

【各人犯罪，自己負責。一小負罪的人，

不負別人的罪。】@

11-訣釋~揖草率~需品閱報韌。伊斯主

主人方那些急需布助的人，他們有杖索取救助。

《古主銓》中教早說:

唾 ;iri;1 必幻 hLJ12)dLJ1) 年~-j\ ，~ρTJ 于
[(26) :“ ιIr)'1]

【你鹿三5把奈戚、貧民、旅客所座得的

周2年分給他們，你不要揮霍。】@

12-浩瑋宙萬言人人率等。伊斯主主人均在法

心《牲畜章》第 164甘

® «夜行章》第256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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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

凌萄于法律之上，穆至〈慮、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肘代，曾有一小出生在貴族家庭的

把女因盜窈而被捕，此案提交穆主蝕(愿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娃，很多有身份的人

都出面替她滸情，穆圭〈廳主蜴福之，并使

其平安〉說=“你在其主的法律面前混情呵?"

然后他站起未向大家滸z “人們啊!你的以前

的民余遭到了毀夭，其原因就是=如果是他

們中有地位的人偷盜了，他們就注起逍遙法

外:如果是他們中普通的人偷盜了，他們就

寫他執行法律。指主投誓，假若穆罕默德的

女)l法囡菱偷盜了，我也一定金把她的手砍

下來自" CD

13-學車回家，虜的稅制 o «古主詮》中

教哥說:

CD «布哈里圭叫 II集J 和《穆斯林圭官I]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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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包T I..S.;升31] 唾凶惡~ 4>;戶詩~fJ,
E他們的事勞，是由協商而抉定的。 l eD

14--午四冒!J卑甫的人報貪官。《古主

經》中教專混:

Lψρ h訴t心吟-局} ♂J; fj Jρtιh 4ρdλhyAι~;h斗~μ'

~:tν~戶主品ι ;μ沙嘻-#'抉品 品血1 已站! 各訴t吋函{仙仙必必1 二勾μ峙P 戶玄戶i心山已站! 1」必}峭 i泌H阻阱f手β\;i孟品)

[(13) :“心1戶占I]

【余人啊!我碗已以一男一女創造你們，

我使你們成方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

相主人琪。在真主看來，你們中最尊貴者，是

你們中最敬畏者。真主硝是全知的，磷是衛

知的。】@

最后我們須表明，伊斯主不仗仗想過迂

特定的法律保証安現上述人校和其它的件多

特杖，他注想吐人們跨越低級功物的生活，

CD «掛商章》第 381守

® «賽室章》第 13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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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破仗仗由血緣美系、科族忱越感和潛言所

滋生的傲慢、以及詮濟特校所絢成的人歸失

系，來安現上述的人杖思想:它想吐人們由

低級趣味的生活交成一祥高尚生活方式，即

建立一小人人皆兄弟的和平的、理性的人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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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去‘

在伊斯豆豆中的地位

沁刁i~i~'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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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4手慈緝毒的真主之名

。但企研鹿島臂的卓越地隨

女人是人癸繁育的重要角色，是社金遊

化的巾帽英雄，是幸福的搖籃，是快示的主

痺，她們的地位本三皆是卓越的，她們的校利

庄豈是高大的，元拾何吋何地，人都沒有理

由賊視倚大的母奈、欺辱她們，我們必須像

人祖阿丹勻哈娃夫把那祥，平等互助，共同

造福世界。

eT¥研起來結前3月2吞民稜、諸軍歌甜

甜食的看錯

~lb人眼中的4令人

在9司的一小教堂里曾判定女人是沒有

良心、沒有更魂的腔京西，是惡魔的淵源，

丈夫就是她的上帝，寫她有生系予寺的杖利。

說』太人眼中的去人

希伯末人主人均女人是地獄之汀，方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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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我太人深信:因蚵人我們卉始犯罪，因

如人我們死亡。

希驕人，且中的企人

敕吉教授說得好:“淑女之名，在希晴的

有中是多色充仗有的。"

fp .，t.人眼中的企‘人

在印度古典里氾載:“瘟疫、地獄、死亡、

毒物、蛇、火，都比女人好得多。"

中商人眼中的安人

迂去，中園人曾歧視女人均禍水、是怪

物。《洽活》上說:“女人勻小人均准莽也，

近之則慌， j孟之則怨。"故几千年末，伯人被

“三以四德"、“守了烈"現所束縛，葬送了自

己的人性。

墓骨教徒眼中的女人

基督教徒主人均女人是惡魔的軍庫，是隨

肘准各輩人的蝠子，是惡魔所用的長拾。至

保歹說:“你們對妻子的，座車服A人自己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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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如同服]A主一祥，囡方丈夫是妻子的失，

如同基督是教的失一祥，他又是教合全体的

救世主。" CD

主那格說:“站是凶猛的，魚蜂是狡猜的，

但人能兼二者之慘毒。"他們說方哈娃是人笑

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就把所有的女人都

看作罪惡的大本嘗。

現A代歐美人所帶的 IS-*" 平等

在古今，歐美及其它地方的人都強洞提

高女杖，追求全色封的男女平等，殊不知平等

勻相同是截然不同的兩小概念，平等是指杖

利而吉，他們主人均注女人走出家川、走向社

舍，就可以荻得勻男人平等的待遇，其妥，

恰恰相反，但女的文努提高了，而杖利并沒

有提高，他們放事勻男人同祥的工作部得不

到同祥的根酬，那不 i立是吹牛家們所玩弄的

CD (以弗所有»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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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裁，完全是掩耳盜餘、招搖撞騙，遠就是

他們的所涓自由: i主如女1fJ去放敏、放任、

放萬不罵，因方，女人在西方人的眼里永遠

是賞物、是花瓶、是他們的咽牲品，結果苦

果述是她們自己咽下。

清看，現在的西方，每日每肘，真不知

有多少女人沒有正逅的取逝，泣著荒淫的生

活，遠科表面的提高，其三定是交相的降低。

我們拋卉送些令人痛心的事寞，來看一

看如女在伊斯主中的杖利和地位，以及在其

它各小方面給予的保障。

€ll尹辭其辭給予餌舍的

伊斯主主張伯女是整小社舍的一半，是

生活的主州。男女除生理上的差昇之外，其

它的方面都是同等的，如女羽生活取責和男

性的美系，全是根掘平等互助的原則。

《古三詮》中提到:

iFh 派平 J峰山戶J~4~ l$~\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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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4tTo~，]唾 MFMAAJG

E她的座享合理的杖利，也座恩合理的

文勢:男人的故利，比她們高一紋。真主是

方能的，是至睿的。】@

送里說男子高女子一級是指男性生理、

体康而吉，文才此， «古主詮》中解釋說:

的4) :~T ~WI] 唾叫'J&. ~;I剎時，;

【男人是誰妒如女的。] ®因此，伊斯主

首先碗定了男女都有杖利和火券，男子五立法

保妒女子的幸福和安康，帶助他們安踐他們

庄干的工作，而女人座核管好家政，教育好

下一代，舟好一切造合自身的事情，以建立

社金基拙。

在伊斯主信仰方面，伊斯主主張男女宗

教信仰的杖利平等，她的有校參勾宗教生活

及社金活功，她們在后世也同祥荻得獎賞。

CD «黃牛章》第 2281吉

® «如女章》第 34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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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經》中提到:

內~4~心丸戶~ ~Qjf ~ri2ft,~，且~~\戶必﹒兵j\J ,.
勾;'jJ 1l11~;的 at.)jh 4J.liJ i訕訕。兵品戶~4J jf為

[(71) :~T ~'pI] ~ili，~:，;"， ~~，f

E信道的男女互方保妒人，他們劫善戒

惑，謹守拜功，完鋪天澡，服此真主及其使

者，遠等人真主精伶懶他們。 1 ∞

又況:

斗ifbSGf手為 ~fjf j~ ~戶~ωI~~";J.

[(124) :“ ~WI]~I~~;~尚且每1 4J升~

【信士和信女，准行善堆得入法國，他

們不受盤毫的弓枉。】@

又說:

說的少句~\J 的到自戶叫斗ilJ 臼以I~! ~

已乎乎，ωlJ~I~臼J'J ~)'!\沾J'J 戶句C:J'J 已~?C:JIJρ山區jlJ

少t斗!臼JIJ 仿!ω'Jρ位~'J 臼弘~IJ~"?出j'J

(1) «仟悔章》第 71 甘

® «姐女章》第 124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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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戶1FA1)lduj1 已JflA1) 戶~ω'J 恃/)謝ω'J

[(35) :到 ylJ""~' ] ~吟叫去fJ i列 ~lll'

【販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汰的男

女、誠寞的男女、堅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

好施的男女、青戒的男女、保守貞操的男女、

常念其主的男女，真主己方他們預各了赦容

和重大的披酬，】@

在教育方面，伊斯主主張女人勾男子一

祥享有受教育的机金，穆圭(廳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說z “求字是每小穆斯林男女的

天取。"

在其它的社合杖利方面，她的也得到了

勻男子同等的地位，她們可以在法庭上勻男

子平起平坐。余所周知，阿里是穆圭(愿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1'1婿，是伊斯主的

第四任海里法，但是，道他勻一小平凡的女

CD «:同盟軍章》第 351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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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官司肘，他得勻她一祥平等地到法庭上

辦訴，昕候申判官的判決。歐美的女性，直

到近代，才在法律上得到底些徵的杖利。同

肘，伊斯主逐給予了如女在任何場合下都可

以作証人，完全有友宮的杖利。《古竺銓》中

提到:

J正j升斗句三 ♂仇 U豆升弟已豆;伊 Q叫白 凶凶，侮的;J 已ρ必y

l心-沾泊A恥1心沾圳l JS"ω迫 L叫心忌沾泊A必1沾圳lJ抉宇j ~f ι'4之JI ~ 4Jj::P"}~ 州{主I)

[(282) :~T o."i~.II] .c{ ~J的1

【你們三告狀你們的男人中邀清兩小人作

証:如果沒有兩小男人，那么，當 b人你們所

說耳的liE人中清一小男人和兩小女人作近 o

這小女人遺忘肘，那小女人可以提醒她。】@

第二任哈里法歐菱示有一坎向大成演啡，

他說的活有一，有、緒淚，主主吋有一小女人提醒

并反破了他，歐菱力支很坦然地浦大家說:“這

CD «黃牛章》第 282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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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的說封了，我混錯了。"

伊斯主在一干四百多年之前就主張男女

的婚姻自主，非自愿的婚姻是不被接受的。

穆星(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血妒

人強迫成年的赴女勻人結婚是非法的行方，

凡是成年而且理智健全的女子，元治是赴女

勻否，不得到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依法定

婚，即使是父母或元首，也不能干涉其自由。"

伊斯主X才知女的体貼、愛主戶、尊敬可以

說是任何民族或宗教都充法比似的。穆至

(應主蜴福之，并使其平安〉淳淳告誡穆斯

林大余，要体貼尊敬如女，他說z “真主命令

我們忱待如女，因方她們是我們的母泰、是

我們的女)~、是我們的姑媽。"又說:“天堂

是在母素的胸下。"一天，有一位主汀弟子清

教穆至(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主

的使者啊!堆最皮i亥受到我的忱待呢? "穆

蓋說:“你的母素。"他又何:“其次呢? "穆

- 27-



蚤混=“你的母素。"他又何:“其坎呢? "

穆蓋說=“你的母素JP 他又何 z “再其吹呢? "

穆三是說z “你的父業f 清看穆至把如女的地

位提得多么高，我們能找出比述更好的例子

嗎?

伊斯三告訴我們要善待站女，互愛互助，

男人勻女人在人格上人人平等。《古主詮》教

主予我們說:

心l'羔μI~叫戶占13 戶j~ ~f ~0 凶掛

ρJIl 唾lJJ戶~~只戶~ ~~ ~ lJ!孟沾沾沾玉山~~J

[(21) :~T

E他的一科遊象是=他b人你們的同美中

方你們創造了配偶，以使你們依芯她們，并

且使你們互相愛傲，互相伶恤。封于能思維

的民政，此中碗有件多適象。】@穆星(廳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你們最忱秀的人，

Q) «~1古人章》第 21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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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最能善待其妻室的人J' 又說z “人們啊!

你們的妻子封你們有皮厚的又勢，你們寫她

們也有座慰的又勞，你們對恩愛地符過她的，

你們碗是以真主的保証而娶了她們的。"

伊斯主來的以前，如女充杖赴理自己的

財戶，更充繼承杖，而伊斯主則承主人把女的

經濟狙立，自由詮膏，同吋注明硝規定如女

有錯承杖。

~s:-l:.....:.也叫')'il) ~，斗吵吵 lU 」抖 Jl斗A 費

[(7吭) :~υT ι'-祖一‘4斗品

清高的真主況:【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素

所遺財戶的一部分，女子所得享受父母和至

素所遺財戶的一部分。】@

法毛主1lU 」判 ι叫也 1長~14二~扯到今

[(32) :~T叫I] 種必~ ;ill, ，比IJ

清高的真主說:【男人格因他們的行方而

CD «的女章》第 7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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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披酬，如女也特因她們的行渴而受扳酬:

你們鹿三首折求真主把他的恩惠賞賜你們。】。

基于伊斯主給予相女的科科杖利和依越

的地位，伊斯主的一般女性，在社舍的各盼

屋里，都能投捍里著的作用，她們在故爭肘

期，能狙對一面，做好后勤:在平肘，她們

可以濟學，可以此事其它的工作，祥祥都能

干，所以，在伊斯主仿史上，在伊斯竺文化

的建造中，在宗教這功的潮流里，她們都做

出了相對大的貢敵，遠就是伊斯主提高女叔

的具体体現。英﹒卡波德夫人說得好:“自有

史以來，如女都受著束縛，至伊斯主誕生，

才荻得解放，伊斯主給予如女的地位和法定

杖利，至最近二百年末，英園的如女才得以

享受。"

申編、校正:學豪

CD «姐女章》第 32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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