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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邁勒書簡 
一切榮耀歸於這個日子——在這個日子裡，仁慈的芳香吹

拂萬物。這個日子如此神聖，以至於過往時代和世紀都無

望與其媲美；在這個日子裡，亙古常在者的聖容已轉向其

神聖席位，人們隨即聽到一切造物及至高眾靈的大聲呼

籲：“你趕緊吧，卡爾邁勒啊！你看，因為名號王國的統

治者和天堂的締造者、上帝的聖容之光已經照臨你！” 

她狂喜不已，提高嗓門大聲呼喊：“願我的生命為祢犧

牲，因為祢凝視著我，賜予我祢的恩惠，並且邁步向我走

近。祢這永生之源啊！與祢分離幾乎將我毀滅，遠離祢的

尊前已經將我的靈魂焚燼。一切讚美歸於祢，因為祢讓我

得以聆聽祢的呼喚，跟隨祢的腳步讓我感到榮幸，以祢的

日子的生命之芳香，以及祢聖筆的尖厲之音——祢命定它

為祢子民中的號角聲——復甦了我的靈魂。當祢那不可抗

拒的信仰即將被彰顯之際，祢確然將聖靈之氣息吹入了祢

的聖筆。看哪，整個創造界的根基都在動搖，向人類揭示

這些隱藏於萬物擁有者寶庫裡的奧秘。” 

她的聲音一傳到那至尊之地，我就立即回應：“卡爾邁勒

啊，要向你的主表示謝意。當我臨在之洋在你面前洶湧澎

湃，你及萬物的眼睛都為之愉悅，一切可見與不可見之物

都無比歡欣之際，與我別離之火正快速將你焚毀。快樂

吧！因為在這個日子裡，上帝在你之上建立了祂的寶座，

使你成為祂徵象之破曉處，祂天啟跡象之啟端。圍繞你，

弘揚你顯明的榮光，宣揚你主上帝對你傾瀉榮恩之人有福

了！你要以你的主——那無量榮耀者的名義，緊握這永恆

聖杯，並向祂感恩，因為祂出於對你的慈悲，已將你的悲

傷化為愉悅，不幸變成極樂。確然，祂鍾愛其神聖御座所

在之地——那是祂的腳步曾經行走、祂的臨在使其變得榮

耀之地，祂從那裡發出呼喚，並在那裡灑下淚水。 



 3 

“卡爾邁勒啊，向錫安呼喊吧，宣布這令人喜悅的福音：

凡俗之眼看不見的祂業已降臨！祂所向無敵的統權正在展

露；祂包羅萬象的光華正在彰顯。當心啊，不要躊躇或停

息。加速向前，巡行於降自天國的上帝之城，即天佑聖殿

克爾白——上帝鍾愛者、心靈聖潔者以及至高天使之軍繞

它崇拜。啊，我多麼渴望將這天啟的福音宣示於地球的每

個角落，傳向它的每個城鎮。西奈的中心也被這天啟吸

引，燃燒的灌木叢也以它的名義高呼：'天地之王國屬於

萬王之王的上帝。 '確然，這是神聖的日子，大地和海洋

都為此宣告而歡欣。在這一天，上帝注定會把藉由超越凡

俗頭腦或心靈的洪恩而儲存的美物展露出來。不久，上帝

就要向你駛出祂的方舟，萬名經書裡提及的巴哈之民皆可

登舟。” 

神聖歸於全人類之主，在讚美其聖名之時，地球的所有原

子都在顫抖，輝煌之舌也受到感動，開始展示隱藏於祂的

知識和威權寶庫中的奧秘。確然，憑藉祂大能者、萬能

者、至高者諸聖名之力，祂統御天地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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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格達斯書簡: 至聖書簡 

此乃《至聖書簡》，從神聖天國降賜給塵世面向聖尊之

人、崇拜聖尊之人。這聖尊來自永恆天國，賦有超絕榮

耀。 

以主，那輝煌榮耀之主的名義 

這書簡來自我的尊前，啟示給那層層名號之紗都未使其脫

離上帝——那天地之造物主——的人。這樣，在他的主—

—那救苦救難者、自立自存者的日子裡，他的眼睛會為之

愉悅。 

曰：聖子的追隨者啊！難道你們因我的聖名而遠避我？你

們心里為何不仔細思量？你們曾日夜呼喚你們的主——那

全能者，但當祂帶著無比榮耀從永恆天國降臨時，你們卻

轉身離去，身陷疏失。 

想想那些拒絕聖靈的人吧，當聖靈帶著昭然統權來到他們

中間，他們卻拒絕接納。多少法利賽人以祂的名義隱居於

猶太會堂，因為與祂分離而悲傷。但當重聚之門豁然開

啟，神聖光源自圣美啟端發出燦爛光輝，他們卻不相信上

帝——那崇高者、大能者。儘管在《以賽亞書》，以及諸

先知和聖使的著述中已經向他們應許了祂的降臨，他們卻

未能抵達祂的尊前。除了人間的無權無勢者，他們中沒有

人面向這神聖恩惠的啟端。但是今天，每一位被賦予力量

和威權的人都以祂的聖名而自豪。此外，你們還要回想一

下那位將耶穌判以死刑的人，此人在自己的國家是同時代

人中的最博學者，然而相信耶穌的人卻只是一名漁夫。千

萬留心，要做那牢記此警示之人。 

同樣仔細想想，今日有多少修士隱居於自己的道院，呼求

聖靈，但當祂憑藉真理之威權出現時，他們卻未能接近

祂，反而加入到了深陷迷途者的行列。那些拋棄他們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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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祂——那天上眾聖和地下萬民所期盼者——之人，必

蒙福佑。 

他們讀福音書，卻拒絕承認那無量榮耀之主，雖然祂藉由

崇高、大能和高尚統權之力降臨。確然，我為你們而來，

並為你們的救贖而忍受世間的不幸。難道你們要逃離那為

你們的複活而犧牲自己生命的唯一者？聖靈的追隨者啊，

要敬畏上帝，不要步每位深陷迷途的神職人員的後塵。難

道你們以為祂時時被敵人刀劍相逼，是在追求個人私利？

或者認定祂在無比荒涼的城中身陷囹圄，是為了追求塵世

的浮華？你們要公正判斷，不要追隨不義之人的足跡。 

敞開你們的心扉吧。確然，聖靈就站在心扉之前。祂旨在

引領你們接近那輝煌聖地，你們卻為何與祂遠離？曰：我

確然對你們敞開了天國大門。你們會將我阻擋在你們的家

門外嗎？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祂確然從天國复臨，就如祂

第一次從天國降臨一樣。你們要當心！切莫像你們的前人

懷疑祂的宣示那樣，抗拒祂所宣揚的教諭。唯一者如此教

導你們，唯願你們領悟。 

約旦河流入至偉之洋，聖子在聖谷中大聲叫喊：“我在這

裡，我在這裡，主啊，我的上帝！”而西奈圍繞聖宅轉

動，燃燒的灌木叢大聲呼喊：“威儀萬千的眾望所歸者已

經駕臨！”曰：看哪！聖父已到來，在天國向你們所允諾

的已實現！這是聖子隱藏的聖言，當時祂對周圍的人說：

“你們現在還承受不起它。”但是，當指定時刻到來、鐘

點敲響時，聖言就在上帝的意旨之天際放射光芒。當心

啊，聖子的信徒們啊！你們切莫將它置之身後，要緊緊抓

牢它。這對你們來說勝過你們擁有的一切。確然，祂親近

行善之人。我以前不讓世人和鍾愛的天使們知曉，然而那

個時刻已經過去。曰：確然，祂已見證了我，我也見證了

祂。的確，祂意指的別無他人，就是我。每個公正的頭腦

和明悟的靈魂都對此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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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遭重重苦難，但我還是呼喚人們轉向上帝——那萬名之

主。曰：你們要努力獲取上帝聖書裡所應許之物，不要步

無知者的後塵。我的軀體之所以忍受牢獄之苦，就是為了

使你們解脫自我之奴役。因此，你們要面向祂的聖容，不

要步每個敵對壓迫者的後塵。確然，祂甘願承受屈辱，以

便你們得獲榮耀，可你們卻在疏失之谷嬉戲。祂的確是為

了你們而住在荒無人煙之所，而你們卻居於自己的豪華之

宅。 

曰：難道你們沒有聽到那神聖呼喊者的聲音，在巴揚的荒

野里高喊著給你們帶來的佳音：你們的主——那最憐憫者

——已經降臨？看哪！祂在神聖證據的庇蔭下降臨，攜帶

了真憑實據，而那些真信祂的人，將祂的臨在視為上帝天

國的體現。轉向祂的人，有福了；拒絕或懷疑祂的人，則

大難臨頭。 

對牧師們宣告：看哪！那位神聖統御者已經降臨。以祢的

主——那位使所有人俯首稱臣者——的名義，從帷幕後走

出來吧。然後，向全人類宣告這大能的、輝煌天啟之喜

訊。確然，那真理的聖靈已經降臨，將你們引向一切真

理。祂所說的話並非出於自己，而是那全知者、全智者所

命諭。 

曰：這就是那位頌揚聖子並提升其聖道的唯一者。塵世之

民啊，丟掉你們所擁有的一切吧，謹遵萬能者——上帝信

託的承擔者——對你們的吩咐。你們要淨化自己的耳朵，

一心向著祂，這樣，你們就能傾聽發自你們無上榮耀之主

的居所——西奈山——的最奇妙召喚。這召喚的確會引領

你們接近聖地；在此，你們將會目睹祂閃耀在這明亮地平

線上的聖容之光輝。 

諸位牧師啊！放下那些鐘鈴，走出你們的教堂吧。在這個

日子裡，你們應在萬民中大聲宣揚那至大聖名。當每塊石

頭、每棵樹都在高聲呼喊：“至大榮耀的主已經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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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你們寧可保持沉默？快步奔向祂的人，有福了。確

然，這樣的人屈指可數，他們將會永久留名，且被至高眾

靈所念記。此事已被聖靈在這奇妙書簡裡所命定。確然，

以我的名義召喚民眾的人屬於我，這樣的人將顯示超越塵

世萬物之力量的權威。你們要緊隨主的聖道，不要重蹈身

陷疏失之人的覆轍。被上帝的神聖微風拂醒，且邁步走向

上帝之道的酣睡者，必蒙福佑。確然，這樣的人在上帝、

那唯一真神的眼中被視為人傑，並被歸入極樂者之列。 

曰：祂的天啟之光已在東方初露；而其統權之跡象卻顯現

在西方。眾人啊，用心想想吧，不要做那對萬能者、備受

讚美者的誡諭置若罔聞之人。讓上帝的聖風吹醒你吧。確

然，它已吹遍全球。覺察到風中的馨香並深信不疑的人，

有福了。 

主教們啊！你們是我知識之天的星辰。我的慈悲不願你們

墜地。然而，我的正義宣布：“這是聖子已諭令的。”而

從聖子那無可挑剔、講真話、可信的口中講出的一切永不

變更。那些鐘鈴確然奏響了我的聖名，為我哀痛，但我的

靈卻欣喜萬分。在最憐憫者的道路上，摯愛者的軀體渴望

十字架，祂的頭欣然面對長矛。逼迫者的威權絕不可能使

祂打消念頭。我曾呼喚萬物達於你主——那萬名之王的尊

前。面向上帝、那清算日之主的人，有福了。 

修士們啊！你們若決定跟隨我，我就會讓你們成為我王國

的繼承人；你們若違背我，我也會在漫長的苦難中耐心忍

受。確然，我是永遠寬恕者、最憐憫者。 

敘利亞的國土啊！你的公義如今何在？確實，你因你主的

足跡而變得高貴。你是否察覺到天國重聚的芬芳，抑或你

已成為了疏失者？ 

伯利恆因上帝的神聖微風而拂動起來。我聽到了她的呼

聲：“最慷慨的主啊！祢的偉大榮耀在何處樹立？與祢分

離令我傷感，祢臨在的甜蜜芳香，使我複蘇。讚美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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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因為祢揭開了帷幕，帶著威權和顯榮而來。”我從威

嚴與宏偉的聖帳後面向她呼喚：“伯利恆啊！這聖光已從

東方升起，並趕赴西方，直到其在垂暮之年到達你那裡。

那麼告訴我：子民們是否認知聖父，並承認祂？或者拒絕

祂，就像從前人們拒絕祂（耶穌）那樣？”聞此，她大聲

說：“祢的確是全知者、全曉者。”確然，我看到一切造

物都行動起來，為我作證。有些人知曉我，作了見證，大

部分人則有所見證，但尚未認知我。 

西奈山因目睹我的容顏而喜不自勝。她提高迷人的嗓音頌

揚她的主：“主啊！我聞到了祢衣袍的芳香。在我看來，

祢已臨近，帶著上帝的徵象。祢以自己的腳步使這些區域

變得高貴。祢的子民若能認知祢，並且吸入祢甜蜜的芳

香，他們就會大大蒙福；那些沉睡者則要遭殃。” 

面向我的人啊，你有福了，因為你撕碎了面紗，打碎了偶

像，認出了你永恆的主。《古蘭經》的子民無任何證物和

證據對我發起攻擊，隨時對我施加新的折磨。他們妄想著

苦難會挫敗我的意旨。他們的妄想無疑是徒勞一場。確

然，你主就是因其所欲而所為的唯一者。 

每當我經過一棵樹，心裡總是對它說：“啊！要是因我的

名你被砍倒，然後我的身體被釘在你上面而死，那該多

好！”我在致沙阿的書簡裡啟示過這段經文，希望它成為

宗教信徒們的一個警示。確然，你的主是全知者、全智

者。 

莫因他們的行事而悲傷。他們是行屍走肉，而非活人。讓

他們與死者為伍吧，要將你的臉朝向祂——那塵世生命的

賜予者。當心啊，免得疏失者的話使你悲傷。你要對聖道

堅定不移，用至上的智慧教導民眾。天地的統御者如此命

諭你。誠然，祂是全能者、最慷慨者。不久，上帝就會讚

揚你的念記，並以榮耀聖筆銘記你為祂的愛而說出的話

語。祂確然是行善之人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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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問候穆拉德，並且說：“穆拉德啊，你有福了！因為

你丟棄了自己的渴望，去追隨祂——那全人類的希望。” 

曰：沉睡者被我的柔風吹醒，有福了。無生命者由我複甦

的氣息喚醒，有福了。眼睛凝望我的圣美而得安慰，有福

了。行道者走向我榮耀和威儀的帳篷，有福了。傷痛者在

我華蓋的蔭涼下尋求庇護，有福了。焦渴者奔赴我仁愛的

柔波江海，有福了。那不知足的靈魂為了愛我而拋棄自私

的慾望，有福了。我從神聖恩典的天國，為我所揀選的人

降下了宴席，而他在那宴席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卑賤者

緊執我榮耀的繩索，有福了。貧乏者進入我財富的帳篷

下，有福了。無知者尋覓我知識的甘泉，有福了。疏失者

堅守我念記的繩索，有福了。靈魂經我複甦的氣息獲得重

生、獲准進入我的天國，有福了。凡人因與我重聚的甜蜜

氣息而激動並趨近我啟示的晨曦，有福了。主本身在其至

大榮耀和威嚴中，賦以高貴和統權地位，耳朵聽到有福

了，舌頭證實有福了，眼睛看見有福了。抵達祂尊前的人

有福了。我的話語是朝陽，向它尋求啟迪的人有福了。我

的愛是王冠，把它戴在頭上的人有福了。聽到了我的悲

痛，在我的眾民間起而援助我的人，有福了。為我的道而

奉獻生命、為我的聖名忍受困苦的人，有福了。人若確信

我的聖言，在無生命者中挺身而起，頌揚我的讚美，那便

有福了。人若沉醉於我美妙的旋律，任由我的大能撕碎其

眼前的遮幕，那便有福了。人若對我的聖約忠誠不渝，不

讓塵世俗物阻礙他抵達我的聖庭，那便有福了。人若除我

之外超脫一切，翱翔在我愛的空氣中，獲准進入我的國

度，目睹我榮耀的王國，暢飲我恩典的活水，豪飲我天佑

慈愛的聖河，了解我的聖道，理解我隱藏在聖言中的珍

寶，全心讚美我和榮耀我而在神聖知識的天際散發光輝，

那便有福了。確然，這樣的人是出於我的。這樣的人得著

我的憐憫、我的慈愛、我的恩典和我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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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沙拉特書簡: 佳音書簡 

這是無量榮耀者從阿卡牢獄的至高地平線上發出的召喚 

祂是解釋者、全知者、全曉者 

上帝——那獨一真神見證，祂的萬名與屬性的彰顯者亦作

證明：我發出召喚及宣示祂崇高聖言的唯一目的，就是藉

神聖宣說之活水，使一切造物之耳遠離訛傳，聆聽這榮

耀、崇高之聖言——這聖言出自諸天締造者和聖名創造者

的知識寶庫。公正判斷的人，有福了。 

世人啊！ 

第一佳音 

在這至大天啟裡，經書之母賜予世界各族的首要佳音，就

是聖戰的法則已從聖書中被完全清除出去。榮耀歸於最憐

憫者——那豐沛恩典之主，藉由祂，天恩之門在天地萬物

面前砰然敞開。 

第二佳音 

世界各民各族如今可以歡快愉悅地交往。人們啊！你們要

以友愛和交誼精神與所有宗教的信徒共處。這樣，祂的認

可和威權之陽就會在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諭令之

地平線上大放光芒。 

第三佳音 

涉及各種語言的學習。這道諭令此前已從至高聖筆流出：

世界的君王——願上帝扶助他們——或者世上的閣僚共同

磋商，採用現存的一種或新的語言，教授給全世界的學

童；同樣，還需要一種共同的文字。這樣一來，全球就會

被視為一個國家。傾聽祂的呼喚，遵守上帝——那大能聖

座之主——的聖諭之人，有福了。 

第四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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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君王——願上帝佑助他——若挺身保護和幫助這些被

壓迫的人民，所有人都應爭先恐後地愛這君王，為這君王

服務。每個人對此都義不容辭，遵此而行的人，有福了。 

第五佳音 

這群人無論在哪個國家，都須對該國政府忠誠、誠篤和真

誠。這是奉祂——那命定者、亙古常在者——之諭令而啟

示的。 

世界各族人民都要義不容辭，對來自永恆上帝聖意之天國

的這一重大聖道伸出援手，這樣，或許燃燒於一些世人心

中的仇怨之火，藉由神聖智慧之活水以及神聖勸諭與訓詞

而被熄滅，團結與和諧之光會大放異彩，普照世界。 

我滿懷希望，通過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之威權

的倡導者的積極努力，全世界的戰爭武器會變成重建的裝

備，衝突和爭執會遠離人類。 

第六佳音 

是小和平的建立，其細節此前已由我至尊聖筆所啟示。高

舉它並遵奉上帝——那全知者、全智者——一切命定之人

必有大福。 

第七佳音 

服飾的選擇，鬍鬚的修剪和梳理交由人們自行決定。但人

們啊，當心自己淪為無知者的玩偶。 

第八佳音 

在聖靈——上帝之安寧與祂永在——的信徒之中，僧侶和

牧師的虔誠行為在祂的尊前得以銘記。然而如今，他們須

放棄與世隔絕的生活，邁步踏入這開放之世界，努力從事

能增進他們自己和別人之利益的工作。我准許他們結婚，

以使他們能生育念記上帝之後代。祂乃可見與不可見者之

主，至尊聖座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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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佳音 

若罪過者能除上帝外全然超脫所有事物，那他就應該祈求

上帝的原諒和寬恕，在人的面前行懺悔之舉，絕不且永遠

不能獲得神聖之寬恕。並且，在人前懺悔只會導致羞恥和

卑下，而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不願祂的僕人蒙

受羞辱。確然，祂乃大悲大憫者、憐憫者。罪過者須直接

面向上帝，向慈悲之洋祈求寬恕，向寬仁天堂懇求原諒，

並且說： 

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以祢真愛者之鮮血向祢懇求，他們

為祢甜美宣說狂喜而奔向榮耀絕頂——至為榮耀之犧牲

點；我以祢知識裡所隱藏的奧秘、以珍藏於祢恩澤汪洋之

珠向祢懇求：寬恕我，寬恕我父親和母親。祢確乃廣示寬

仁之至為慈悲者。上帝唯祢，別無其他，祢是永遠寬恕

者、普施慈悲者。 

主啊！祢看到這罪惡之本質轉向了祢的仁愛之洋，這虛弱

的無能者在尋求祢神聖力量之王國，這可憐的造物朝向祢

的福祉之陽。有祢的慈悲與仁愛，他就不會失望，主啊，

在祢的日子裡勿使他失去祢慈悲啟示之蔭庇，勿將他趕出

祢已為所有居於祢天堂與人間者敞開之大門。 

哀哉！哀哉！我的罪孽已使我無法接近祢神聖之殿堂，我

的過錯已使我遠離祢威嚴之聖帳。我已觸犯了祢的誡律，

將祢命令我遵守的拋諸腦後。 

憑那諸聖名的至高之主，我祈求祢用祢的慈悲之筆為我書

寫，以使我能接近祢，洗脫那使我無緣享受祢的寬恕與原

諒的罪過。 

確然，祢是強力者、寬宏者。唯祢是上帝、大能者、仁愛

者。 

第十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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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帝——這至大宣告之啟示者——恩典的表徵，我已

從神聖經捲和書簡中廢除了那規定毀書的律法。 

第十一佳音 

允許人們學習科學和工藝，但這些科學必須有用，有助於

人類的進步和提升。那命定者、全智者已經如此諭令。 

第十二佳音 

你們每一個人都要從事某項職業，如手藝、生意等。我仁

慈地將你們從事此等工作提升至崇拜上帝——唯一真神—

—的地位。你們要用心思考上帝的仁慈和賜福，在黃昏和

清晨向祂謝恩。切勿閒散怠惰，虛擲光陰。你們當行利己

利人之事。本書簡如此命諭。在本書簡的地平線上，智慧

與宣說之陽光芒四射。 

在上帝眼中，懶惰和乞討之人最可鄙。你們要牢牢緊握物

質手段這繩索，完全信賴上帝，祂乃所有手段之供應者。

任何人若從事手藝或貿易，那麼從事這職業本身在上帝看

來就等於崇拜之舉；這正是祂那遍布萬物的無限恩澤的一

個表徵。 

第十三佳音 

上帝的正義院的男士們被委以管理人類事務之責任。確

然，這些人是上帝在其僕人中的信託者，是祂列國的權威

之源。 

上帝的子民啊！教化世界者乃正義，因為它由獎賞與懲罰

這兩大支柱支撐。此兩大支柱乃是世界生命之源。每日皆

有新問題，而任一問題皆有適宜的解決辦法，故而，此類

事務理當交呈正義院，其成員可應時情之需而為。他們為

上帝而挺身伺服其聖道，會得到源自無形王國的神聖啟

示。所有人皆須服從他們。凡社稷之事務，皆須交由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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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處理，然而，崇拜之行為，仍須遵循上帝在其經書裡所

作的諭示。 

巴哈之民啊！你們是上帝之愛的破曉之處，是祂慈愛之啟

端。不要因詛咒和辱罵任何靈魂而玷污你們的唇舌，並且

非禮勿視。要向外傳遞自己所知的一切。假如他人欣然接

受，你們的目的便已達到；假如不是如此，抗議也是徒

勞。讓那個靈魂自行其是吧，你們只管轉向上帝——那保

護者、自存者。莫做不幸之根源，更不要引起不和與衝

突。衷心希望你們，在祂溫柔慈悲之樹的庇蔭下獲得真正

的教育，以上帝的要求行事。你們都是一樹之葉、一洋之

水。 

第十四佳音 

不必特地去晉謁逝者長眠之地。家境殷實的人若把晉謁逝

者的路費贈給世界正義院，這在上帝尊前是蒙悅納的。遵

守祂誡命的人，有福了。 

第十五佳音 

雖然共和政體有益於世界所有人民，但是，君主政體之威

權乃上帝標誌之一。我們不願世界諸王國失去這政體，如

果有大智者將二者結合一起，在上帝尊前他們將獲得重大

獎勵。 

在從前的宗教中，鑑於當時的需要，都制定和確定了某些

律令，諸如聖戰、毀書、禁止同其他民族來往和交誼、或

者閱讀某些書。但在這強大天啟裡，在這至大宣告中，上

帝的各種饋贈和恩寵業已傾灑萬民，從永在之主聖意的地

平線上，祂絕無謬誤的旨令已經規定了我提出的上述教

諭。 

我讚美上帝——神聖與榮耀歸於祂，因為在這神聖、榮耀

和無與倫比的日子裡，祂仁慈地啟示了一切。的確，倘若

世上每個人都被賦予無數之舌，持續地讚美上帝，頌揚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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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名，直到無終之終，都不足以表達對我這書簡裡所提

及的任何一種仁慈恩寵的感激。每一位富有智慧和洞察

力、富有知識和理解力的人都對此作證。 

我誠摯地懇求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扶助統治者

和君王實施祂的律法和條規。這些統治者和君王是威權的

典範和榮耀的啟端。祂的確是全能者、萬能者，祂常常滿

足人類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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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扎特書簡: 美飾之書 

以我超越萬名的至上之名 

讚美與榮耀歸於萬名之主和諸天的創造者。祂的啟示之洋

在世人眼前波濤洶湧。祂的聖道之陽射透每一道帷幕，祂

的確認之言無可否定。無論是壓迫者的支配權勢，還是邪

惡者的暴虐行為都不能阻撓祂達到自己的目的。祂的威權

是多麼榮耀，祂的統權是多麼崇高！ 

偉大的上帝啊！雖然祂的神蹟遍及世界，祂的證據和證明

光芒四射，明亮如光，然而無知者卻疏忽不覺，不僅如

此，還忤逆反叛。要是他們僅滿足於反對就罷了，可他們

總是在策劃砍倒極界聖樹。自從本天啟出現以來，自私的

化身就借助殘酷壓迫的手段，力求熄滅這道神顯之光。但

是上帝阻止了他們的手，憑藉祂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彰顯了

這聖光，通過祂的威能之力保護了它，直到天地被它的榮

輝和光彩所照亮。在任何情況下，讚美都歸於祂。 

世界的主宰和各民族的渴望啊，榮耀歸於祢。啊，祢已在

至大聖名中得以顯現，藉由它，智慧和宣說之珍珠自祢知

識大海的貝殼裡顯露，神聖天啟之諸天沐浴著祢聖容之陽

發出光芒。 

借那聖言——經由它，祢的證據在祢造物中得以完善，祢

的見證在祢僕人中得以成全——我祈求祢賦予祢的子民力

量，從而使聖道的面龐在祢的國度大放光芒，祢的威權之

旌旗在祢僕人中樹立，祢導引之旗將在祢所有國度高高飄

揚。 

我的主啊！祢看到他們緊握祢恩典之索，緊執祢仁慈斗篷

之邊。命諭他們做那些受吸引而親近祢的事，阻離他們於

除祢之外的一切。祢這存在之王和可見與不可見者之保護

者啊，我向祢祈求，讓任何為祢的聖道奮起服務的人，依

祢所望如大海湧動，借祢聖樹之火而熊熊燃燒，自祢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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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之地平線上大放異彩。確然，祢是大能者，無論普天

之威還是萬國之力，都不能將祢削弱。除祢之外別無上

帝，祢是唯一者、蓋世無雙者、保護者、自存者。 

啊，你已暢飲了我知識之杯中宣說之美酒！今天，這些崇

高話語已被聞知，它們發自極界聖樹之瑟瑟聲——這聖樹

乃萬名之主以天威之手在至尊樂園所植。 

第一塔拉茲 

自經書之母的地平線發出的首個塔拉茲（自知）首道荣光

乃是，人類應當了解其自身，明察導致崇高或卑賤、光榮

或恥辱、富裕或貧窮之真因所在。達到完滿和成熟階段的

人極需財富，而他憑技藝或專業獲取的財富，在智者眼

中，在致力於教化世人、啟迪眾生的上帝之僕的眼中，是

值得稱道的。他們實際上手持賦予生命的知識活水之杯，

將人們引向理想之路。他們指導世人行走正道，讓他們認

識到哪些是利於人類進步和昇華之物。這正道旨在指導人

類邁向洞察之啟端、真悟之破曉地，引領他們達至有助於

獲得光榮、榮譽和崇高之處。 

我滿懷希望藉由全智者、全知者的慈愛，清除遮人眼目的

灰塵，增強人們的洞察力，使人們明悟自己被創生的目

的。在這個日子，凡是有利於減少盲從和開闊視野的任何

東西都值得考慮。而恰是人們的視野充當了真知的媒介和

嚮導。誠然，在智者眼中，悟解的敏銳來源於視野的銳

利。巴哈之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應奉守適宜與得體之

舉，並以此勸誡民眾。 

第二塔拉茲 

是以友愛和交誼精神與所有宗教的信徒交往，宣揚那位曉

諭者在西奈山發出的教諭，在一切事務上秉持公正。 

真摯與忠誠之士，應當愉快、欣然地與世上各民各族交

往，因為與人和睦曾經且必將繼續促進團結與和諧，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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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又有助於維護世界秩序和各民族的複興。緊執仁慈

與溫情憐憫之索、擺脫憎惡與仇恨之人，必蒙福佑。 

本蒙冤者忠告世界各國人民秉持寬容與公義，此乃照亮世

界黑暗的兩盞明燈，教誨人類的兩大導師。達此境界者，

有福了；疏失者，災禍臨頭了。 

第三塔拉茲 

涉及的是良好品格。確然，良好品性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絕

佳袍服。祂以此裝扮祂所鍾愛者的身體殿堂。憑我生命起

誓！良好品性之光輝尤勝太陽之光芒。任何人獲得良好品

格，堪為人間珍寶。世人的榮耀與提升必須依靠於此。人

類因良好品格而被領上神聖正道，被引向至大宣告。賦有

上天眾靈的聖潔屬性和品格的人，有福了。 

任何情況下你們都應心係正義與公平。在《隱言經》中，

我的至威聖筆啟示瞭如下崇高話語： 

靈之子啊！萬象間，我眼中至愛乃是正義；勿背離它，若

你渴望我；不忽視它，我可托信於你。依憑正義，你會以

己之眼察視，而非借他人之眼；以己之識求知，而不靠鄰

人之見。心中深思此言；你該當如何。確然，正義是我給

你的贈禮，是我慈愛之表徵。你要將正義擺在眼前。 

秉持正義和公平而判斷者，擁有崇高地位和尊貴身份。這

些靈魂閃耀著虔誠和正直的燦爛光芒。我熱切希望，世界

人民和國家不要失去這兩大明燈之華光。 

第四塔拉茲 

關乎誠信。誠信的確是世間一切居民的安全之門，是大慈

大悲者榮耀的象徵。具有這種品質的人確實分享了財富與

成功。誠信是通向人民安寧與安全的至偉之門。每一事物

的穩定都一直取決於並且確實取決於它。權力、地位與財

富的所有領域都由它的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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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至高者的聖筆啟示了這些崇高話語： 

“我現在要給你談談誠信以及它在你的主上帝、那偉大寶

座之主眼中的地位。有一天，我前去我的綠島。到達那兒

時，我看見溪水潺潺，樹木茂盛，陽光閃爍其間。我將臉

轉向右邊，看見一幅難以筆述的景象——人類之主的眼睛

在那最神聖、最壯麗、最蒙福和最崇高的地方所目睹的一

切也遠非筆墨所能羅列。然後，我轉向左邊，目光停留在

至高樂園的一位仙女身上，她站在光柱上面，大聲呼喊：

'天上與人間的居民啊！你們須看到我的美質、我的容

光、我的啟示和我的光輝。以那真正的唯一者上帝為誓！

我就是其誠信、其啟示及其美質。無論何人，只要矢志忠

於我，承認我的地位和身份，緊緊抓住我的衣袍，我都將

給予酬報。我是巴哈之民的至偉美飾，是受造物王國中所

有人的榮耀服裝。我是世界繁榮的至高手段，也是芸芸眾

生的信心所在。'我已 你們降賜了這些諭令，它們將吸引

人類親近創造之主。” 

巴哈之民啊！誠信的確是你們身體殿堂的至美衣袍，你們

頭上的至榮冠冕。你們要遵從祂——那命定者、全曉者—

—的諭令，堅守誠信。 

第五塔拉茲 

關乎上帝僕人之地位的捍衛和保護。人們不應無視任何事

實真相，而要表達正確和真實之事。巴哈之民不可以不給

任何靈魂以應得的獎勵，要尊重工匠，不要像前人那樣，

因辱罵而弄髒了自己的口舌。 

在這個日子裡，技藝之陽閃耀在西方的地平線上，工藝之

河自西方之海流淌。人們應當仗義執言，感謝這種慷慨。

以上帝的生命為誓！“公平”一詞閃閃發光，甚至光艷如

日。我祈願上帝仁慈地將公平之光輝遍灑眾生。祂的確凌

駕於萬物之上，始終滿足所有人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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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日子裡，誠實和真摯受制於謬誤，備受折磨，正義

遭到不義之鞭笞。腐敗煙霾如此籠罩天下，以致除了團團

兵丁之外，一無所見；除了刀劍的鏗鏘之聲，了無所聞。

我懇求上帝——那獨一真神——加強祂威權的行使者，以

便重整世界，給萬國帶來安寧。 

第六塔拉茲 

知識是上帝的奇妙饋贈之一，人人都有責任獲取它。而今

展現的這些技藝和物質手段，都是藉由祂的知識和智慧而

實現的，這些知識和智慧則是藉由祂的至尊聖筆在信函和

書簡中予以啟示的，經由這聖筆，智慧和宣說之珍珠以及

世間的技藝和工藝才得以顯露。 

在這個日子裡，塵世的隱密坦露於世人眼前。快速問世的

一版版報紙實乃世間的明鏡，反映列民列族的行為和追

求，昭而使聞。報紙是賦有聽覺、視覺和言語能力的明

鏡。此乃非同尋常之事，奇妙而影響巨大。然而，寫作者

當肅清邪惡慾念之慫動，當身著正義公平之衣裝。他們應

盡量調查情況，探明真相，然後付諸文字。 

關於本蒙冤者，多數報紙所載都缺乏事實根據。善言與誠

實具有崇高之等級和地位，猶如真知地平線上閃耀之太

陽。這聖洋掀起的波浪湧現於世人眼前，智慧和宣說筆端

之瀉流處處呈現。 

據報載，本僕從德地（德黑蘭）逃亡伊拉克。寬仁的上帝

啊！本蒙冤者不僅一刻也沒有藏匿自己，更始終以堅定而

非凡的氣度出現在所有人的面前。我從未退縮，亦絕不逃

遁。事實上，卻是愚蠢之徒從我面前溜走。讚美歸於上

帝！我在兩名隨從的陪同下離開故國，他們代表了波斯和

俄羅斯兩個尊榮的政府。我帶著無限榮耀和權威抵達伊拉

克。本蒙冤者所承載之聖道與天齊高，與日同輝。藏匿絕

無可能達至此地位，懼怕或緘默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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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秘密和末日的事件均已昭然，但世人卻仍然身陷疏

失，讓自己蒙蔽於面紗之中。“當海洋洶湧時……當神聖

經書展開時。” 以上帝的公義為證！黎明確已破曉，太

陽放射光芒，夜幕已經退去。明悟之人，有福了。達成

者，有福了。 

讚美歸於上帝！聖筆在迷惘，不知寫何；聖舌在驚愕，不

知言何。儘管苦難空前，歷經多年牢獄之災，承受囚禁和

悲慘的考驗，可我現在察覺到，比我已經撕碎的更厚的面

紗已經介入，模糊了人們的視野，遮掩了明悟之光。此

外，我還看到新近流行的惡意誹謗更甚於從前。 

巴揚之民啊！你們要敬畏仁慈的主。想想前人吧。他們的

行為如何，又是何等結果？除了上帝仁慈地藉其威權所保

護的人之外，其他人所說的一切都是欺詐，所做的任何事

都被證明毫無價值。 

我以祂——那世界之渴望——的生命為誓！人若心中仔細

思量，就會拋卻塵世依戀，飛速奔向至大聖光，清除自己

身上虛妄臆想的塵埃和無謂幻念的煙霾。是什麼促使前人

犯錯？是誰將他們引入迷途？他們如今依然拒絕真理，一

味迷戀私慾。本蒙冤者為了上帝而大聲呼號。谁愿意轉向

我就轉向我；誰愿意背離我就背離我。確然，上帝根本無

需什麼，無論過去還是將來。 

巴揚之民啊！正是像哈迪·道拉塔巴迪那樣包著大頭巾，

握有權杖的人，他們已成為反對與阻礙之源，他們用迷信

給人們加上極其沉重的負擔，即使在目前，他們仍然期盼

著一個虛構的地方出現一個虛構的人。明悟之人啊，你們

要警惕！ 

哈迪啊！傾聽一下這個值得信任的勸告者的聲音。將你的

腳步從左轉向右，也就是從無謂幻念轉向確信。切莫把人

們引入歧途。神聖之光照耀，祂的聖道明白無誤，祂的跡

象無處不有。將你的臉朝向上帝——救難者、自存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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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帝放棄你的領導權，不要支配民眾，聽其自便。你對

本質真相一無所知，與之有關的東西你毫不了解。 

哈迪啊！唯願你是上帝道路上心口如一的人。與離經叛道

者為伍時，你就像一個離經叛道者；與虔誠者為伴時，你

就像一個虔誠者。願你深思在那片土地上獻出生命和資財

的人，這樣，或許你能得到告誡，幡然醒悟。想想看，哪

一種人更可取：是苟全自己的身體、生命和財產的人，還

是在上帝的道路上獻出自己一切的人？願你公正判斷而不

要做不公者。緊緊把握正義，堅持公正，這樣，或許你就

不會為自私的動機而將宗教作為一種陷阱，也不會為了金

錢而無視真理。的確，你以及如你一樣之人的邪惡如此嚴

重，竟使榮耀聖筆發出如此評說。你要敬畏上帝。本神聖

天啟的先驅者已經宣佈道：“祂將會在一切條件下宣告：

'確然，確然，我就是上帝，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救苦

救難者、自立自存者。'” 

巴揚之民啊！你們被禁止接觸上帝所鍾愛者。為何施加這

道禁令？到底為何目的？我憑上帝懇求你們要公平，不要

做疏失者。對具有洞察力的人來說，在至大美尊面前，這

個禁令的意圖顯而易見；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覺察到他

（哈迪）的秘密和行為。 

哈迪啊！你沒有陪伴過我，所以不知這聖道。莫要按你的

虛妄臆想行事。除此以外，你要以自己的眼睛細閱聖文，

深思已經發生之事。要憐憫自己和上帝的僕人，不要像前

人那樣成為任性的根因。道路明確，證據昭然。要將不義

變為公義，化不公為公正。我懷有如此希望：願神聖啟迪

的氣息使你堅定，讓你內在之耳傾聽這些神佑話語：“你

說：真主。然後，任隨他們在妄言中游戲。” 你已到過

那裡（塞浦路斯）並見過他（米爾扎·葉海亞）。現在說

句公道話吧。既不要對自己，也不要對他人歪曲事實。你

們倆愚昧而無知。聽聽這蒙冤者的聲音吧，快快邁向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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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知識之洋，這樣，你或許會穿上領悟之衣裝，除上帝外

放棄一切。要傾聽這仁慈勸諭者的聲音，在君王及其臣民

面前，公開而明確地大聲呼喊，召喚所有世人歸信祂——

這永恆之主。這就是聖言——那無盡恩典之陽正從它的地

平線上放射著燦爛光芒。 

哈迪啊！本蒙冤者擺脫了塵世的一切依戀，竭盡全力要熄

滅世人心中熊熊燃燒的仇怨與仇恨之火焰。每個公義和公

正之人都應感謝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奮起促進

這卓越聖道，那仇恨的火焰就可能變成光明，仇恨讓位於

友誼和愛。我以上帝的公義為誓！這是本蒙冤者的唯一目

的。在宣揚這重大聖道，證明其真理的過程中，我確實忍

受了諸般苦難、艱險和折磨。你自己將見證我所說的話，

唯願你能夠仗義執言。確然，上帝道出了真理，引領了聖

道。祂是強力者、大能者、寬仁者。 

願我的榮耀降賜於巴哈之民，無論壓迫者的暴政或攻擊者

的權勢都難以使他們脫離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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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賈利亞特書簡: 輝煌書簡 

這是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在自存者的書簡 

祂就是在祂榮耀之域聆聽的那唯一者 

上帝見證，除祂之外別無上帝。已經顯現的祂就是隱藏的

奧秘、寶貴的象徵、萬民的至大聖書和賦予全世界的仁惠

天堂。祂是人類中的至大徵象，創造界至威屬性的啟端。

藉由祂，自古以來隱藏和不為世人之眼所見的一切得以顯

現。祂就是那唯一者，從前和最近的神聖經書裡所宣告的

那位顯聖者。無論誰若承認相信祂及其徵象和見證，實際

上就是承認在天地之創造之前那輝煌之舌的宣說和萬名王

國的啟示。藉由祂，知識之洋在人類當中洶湧澎湃，神聖

智慧之河奉上帝那萬日之主的諭令噴湧而出。 

認識和覺知真理的明察之人，有福了；用敏銳之耳傾聽他

甜美之音的人，有福了；懷著源於上帝——這今世與後世

之主——的決心而領受祂聖書的手，有福了；迅即奔向祂

榮耀聖域的熱心旅人，有福了；那賦有力量，無論統治者

壓倒性的權勢還是宗教首領掀起的騷動都不能使其動搖之

人，有福了。而拒絕上帝的恩典和惠賜，否認祂的溫情憐

憫和權威之人，大難臨頭了；確然，這種人實際上已被歸

入永遠拒絕上帝的見證和證據的人之列。 

在這個日子裡，凡超脫於凡俗事物、恪守上帝命定之人，

必享非凡福佑。上帝乃萬名之主和萬物之創造者，祂借至

大聖名之力自永恆之天蒞臨，並賦有如此無敵之權威，以

至世上一切勢力都難以抵擋祂。從至高天宇發號施令的經

書之母為此作證。 

阿里-阿克巴爾啊！我一再聽到你的聲音，並且予以勝過

全人類之讚美的回應；真誠者從中嗅到了最憐憫者言語的

甜蜜滋味，祂的真愛者們感受到了天國重聚的芳香，極度

乾渴者發現了真正生命的潺潺流水。此時獲得併承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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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救苦救難者、大能者、普施者——的聖筆正在揮灑

的啟示之人，必蒙福佑。 

我見證，你已面向上帝，並長途跋涉到祂的尊前，傾聽本

蒙冤者的聖音。本蒙冤者之所以身陷囹圄，是由於那些懷

疑上帝的徵象和見證，否認神聖恩典——這神聖恩典讓全

世界閃閃發光——之人的罪行。你的臉有福了，因為它已

轉向祂；你的耳朵有福了，因為它聽到了祂的聖音；你的

舌頭也有福了，因為它讚美上帝——那萬主之主。我乞求

上帝仁慈地扶助你，使你成為弘揚祂聖道的旗幟，並使你

在任何時刻、任何情況下都能親近祂。 

上帝在那塊土地上的揀選者和鍾愛者蒙我念記，我還賜予

了他們快樂的喜訊，這是他們的主——那審判日至高無上

的統治者——為念記他們，從其宣說之王國所降賜。要向

他們提及我，並以我聖言的光輝榮耀啟迪他們。確然，你

的主是寬仁者、博施者。 

讚美我的人啊！聆聽暴虐者在我的日子裡歸咎於我的罪名

吧。他們中一些人說：“他自詡為神。”另一些人說：

“他編織了反對上帝的謊言。”還有人說：“他來就是要

煽動叛亂。”他們實在卑鄙可憐。看哪！他們其實正沉溺

於虛妄臆想。 

我現在終止使用那雄辯的語言。主是真正的強力者、無拘

無束者。我樂意說波斯語，或許波斯人民都可能明曉仁慈

上帝的言語，去發現真理。 

第一道塔賈利 

來自真理聖陽的第一道塔賈利（光輝）是上帝——尊貴歸

於祂的榮耀——的知識。如果不承認祂——那至大聖名的

持有者，就絕不會獲得那永恆時日之王的知識。祂的確是

西奈山上的曉諭者，現在高踞於天啟之寶座。祂就是隱蔽

的奧秘和被珍視的象徵。古往今來，一切上帝經書都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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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祂的讚美，都在頌揚祂的榮耀。藉由祂，知識之旗得以

在塵世樹立，上帝唯一性之旗幟得以在萬民中招展。只有

到達祂的尊前，方能達至上帝的尊前。藉由祂的威力，自

古以來被遮掩和隱藏的一切如今才得以彰顯。祂借真理的

力量得以顯現，並且宣說聖言——這聖言令天上地下的一

切都驚愕不已，只有萬能者樂於豁免之人除外。唯有接受

祂的啟示，遵守祂的命定及其榮耀聖筆在聖書裡所確立的

一切，否則就不可能完全做到真正信奉上帝和認知祂。 

將自己沉浸於祂宣說之洋的人，應當時刻謹遵神啟的律條

和禁令。祂的律條確實是捍衛世界及保護萬民的強大堡

壘，是照亮那些承認和認知真理者的明燈，是吞噬拒絕和

否認真理之輩的火焰。 

第二道塔賈利 

是在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的聖道上永遠堅定不

移，對祂的愛矢志不渝。除非完全認知祂，否則這便不可

能實現；除非確信這蒙福之言，即“祂因其所意而所

為”，否則就不可能完全認知祂。無論誰堅守此崇高聖

言，暢飲其內在的宣說之活水，都會被灌輸以如此恆心，

以至世上一切書籍都無力阻止他接近這經書之母。這崇高

的地位、這尊貴的身份、這終極的目標是多麼榮耀啊！ 

阿里-阿克巴爾啊！看看不信者的境況多麼可憐。他們都

異口同聲地說：“確然，祂的行事值得讚美，祂的諭令應

被服從。”然而，如果我的啟示衝撞了其自私行徑和慾

望，無論程度多麼微不足道，他們都會輕蔑地予以拒斥。

曰：沒有人能夠徹悟上帝完美智慧的多重需求。的確，祂

若指天為地，也無人有權質疑其權威。這就是巴揚元點奉

那令黎明破曉的上帝之諭令，在降賜擁有真理的祂的一切

中所證實之事。 

第三道塔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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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工藝和科學。知識猶如人生雙翼和進步階梯。求知乃

是人人皆有之責任。然而，我們需要的是能造福於世人的

這類科學知識，而非自始至終的空談。的確，塵世列族之

科學家及手藝人對世人的貢獻是很大的，經書之母在祂复

臨時對此作證。擁有傾聽之耳的人，有福了。事實上，知

識是人類的真正財富，是其榮耀、恩惠、快樂、提升、歡

呼和愉悅的源泉。輝煌之舌在這至大監獄如此宣說。 

第四道塔賈利 

關乎神性、上帝等。假如明察者凝視那神聖、昭然之極界

聖樹及其果實，他就會變得如此充實，以至不依賴於任何

事物，並相信那位西奈山的曉諭者在啟示之寶座上所說的

一切。 

阿里-阿克巴爾啊！讓人們認識主的神聖經文吧，使祂的

正道、祂的強大宣示廣為人知。 

曰：人們啊！如果你們公正、公平地判斷，你們就會見證

至尊聖筆流出的真理。如果你是巴揚之民，波斯語《巴揚

經》就會正確指引你，給予你充分的證據；假如你是《古

蘭經》之民，就要深思西奈山的啟示，以及來自灌木叢的

對儀姆蘭之子（摩西）的話語。 

寬仁的上帝啊！本以為在唯一真神顯現之時代，人類認知

祂的能力已經發展和成熟，並達至極點。然而，現在清楚

證明，在不信者中，這種能力始終未得到發展，而且實際

上已經退化。 

阿里啊！他們曾從灌木叢所接受的教諭，而今他們卻拒絕

從作為存在界聖樹的祂那裡領受。曰：巴揚之民啊，說話

切莫受激情和私慾的左右。多數世人都證明了來自灌木叢

之聖言的真實性。 

以上帝的公義為證！若非祂——神聖天啟的預示者——發

出的頌歌，本蒙冤者絕不會吐出只言片語，它們會讓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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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中感到恐怖，並使他們遭到毀滅。巴孛在《巴揚經》

的開端描述上帝將昭示天下者——讚美歸於祂的顯聖，說

道：“祂將在一切條件下宣告，'確然，確然，我就是上

帝，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一切造物之主。確實，除我

之外均為我的造物。我的造物啊！你們要唯獨崇拜我。

'”在另一個場合，祂在讚美上帝將昭示天下者的聖名時

同樣說：“我將是首位崇拜祂的人。”現在，人人都要思

考這“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重大意義，這樣，世人

才有可能分享神聖知識之洋的一滴，覺察到這天啟的偉

大。確然，祂已顯現，正在放聲高歌真理。承認和認知這

真理的人，有福了；剛愎任性者，則有難臨頭了。 

塵世各族之民啊！你們要側耳傾聽那蔭蔽世界的極界聖樹

之音，不要做塵世的暴虐者——這類人拒絕上帝的顯示者

及其無敵的權威，並放棄祂的恩寵。實際上，這類人在上

帝——全人類之主——的經書裡被歸入可鄙之民。 

在我溫情憐憫之地平線上破曉的榮光，降賜於你以及任何

與你一起傾聽上帝——那全能者、萬民讚頌者——的聖道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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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利馬特-斐爾道西耶: 天堂聖言 

祂是宣說王國借真理之力而宣說的唯一者 

啊，你們——正義與公平的化身，公義與天國恩賜的顯

現！本蒙冤者悲痛垂淚，大聲呼喊：上帝啊，我的上帝！

將超脫的桂冠戴在祢鍾愛者頭上吧，讓他們身穿正義的衣

裝。 

巴哈之民應當藉其話語之力使主勝利，並藉其善舉和良好

品格勸誡人民，因為行動勝於言詞。 

海達爾-阿里啊！上帝的讚美和榮耀歸於你。曰：誠實、

美德、智慧和聖潔品行有助於人的提升，而詭詐、欺哄、

無知和偽善降低人的地位。以我的生命為誓！人的榮耀不

在於外飾或財富，而在於德行和真悟。波斯多數人沉湎於

欺詐和無謂幻念。這些人的境況，與那些跨越萬名之海，

在超脫之濱安營扎寨之勇士的地位差別何其大矣。的確，

現存的一代很少有人擁有如此美德，去聆聽至高天堂聖鴿

的顫鳴。“我的僕人中，有幾位是真正感恩的。” 多數

人則沉於迷信。他們將幻想之洋的區區水滴視為勝過確信

之洋。由於醉心於名號，他們喪失了內在實在；因為耽於

虛妄臆想，他們無法知曉天國黎明之徵象。願上帝在任何

情況下都寬仁地佑助你們打碎迷信的偶像，撕掉人之幻想

的面紗。權威握於上帝——那啟示與靈感之源、復活日之

主——的手中。 

聽說有人提及過信仰的某些傳導師。他所言不假。某些疏

失之輩打著上帝的名號遊蕩於各地，肆意踐踏祂的聖道，

還自詡是在弘揚和傳導上帝之聖言；殊不知，信仰傳導師

的資質合格者猶如星辰，在神聖書簡的諸天熠熠生輝。每

個公正之人都見證，每個洞察者都確知，那唯一真神——

尊貴歸於祂的榮耀——已經不斷提出和闡明提升人之子的

地位和身份的教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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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之民在聚會中猶如燦爛燃燒之明燭，他們堅守上帝的

意願。此地位高於一切地位。拋棄塵世之人所擁有的一

切，渴望屬於那至高無上的永恆之主上帝之物者，必蒙福

佑。 

曰：上帝啊，我的上帝！祢看到我唯祢的聖意是瞻，我的

雙眼已轉向祢恩賜的地平線，熱切等待祢恩寵之陽璀璨光

芒的顯露。每顆明悟之心靈的摯愛者啊，親近祢者的眾望

所歸者啊，求祢恩准祢的鍾愛者能夠完全擺脫自己的偏

好，秉持令祢喜悅之事。主啊，讓他們穿上公義之袍吧，

並以祢超然之光輝照亮他們。然後召喚智慧和宣說之軍援

助他們，以便他們能夠在祢造物中讚美祢的聖言，在祢僕

人中弘揚祢的聖道。確然，祢有力量因其所意行事，萬事

皆由祢掌控。除祢之外別無上帝，祢是那大能者、永遠寬

恕者。 

你這個凝視著我的臉龐的人啊！近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使我

沉浸在極度的悲傷之中。聖道的作惡者乾下的事，使誠

摯、忠實、正義與公平為之戰栗。一個得到過極大體貼和

恩惠的知名人物竟然作出使上帝落淚的事。從前我提出過

警告與勸誡，後來在許多年中我對此保密，以期他或許會

留意或悔悟。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達到目的。最終他竟

然在所有人的眼前竭盡全力詆毀聖道。他撕碎了公正的面

紗，對自己對聖道都毫不留情。然而現在，有些人的行為

帶來的悲傷比前者造成的悲傷更令人痛苦。你們應當懇求

唯一真神上帝，祂或許會仁慈地使疏失者能幡然悔悟。確

然，祂是寬恕者、普施者、至為慷慨者。 

在這些日子裡，每個人都應堅守團結與和諧，大力弘揚上

帝的聖道，這樣，恣肆者才有可能走向通往持久繁榮之

路。 

簡言之，各個教派之間的衝突開啟了衰亡之道。每個教派

都各行其是，墨守他們的想法。儘管他們是那麼明顯的盲



 31 

目和愚昧，卻還是以自己所謂的洞察和知識而得意。有些

神秘主義者就屬於此類人，他們忠於伊斯蘭教信仰，卻沉

湎於那些致人懶散和遁世之事。我以上帝為誓！這會降低

人的地位，使其膨脹自傲。人必得結果，用聖靈的話來

說，不結果之人猶如不結果之樹，不結果之樹只配當柴

薪。 

上述之人所提及的有關神聖一體性之地位的話語，在很大

程度上將導致懶散和虛妄臆想。這些凡俗之輩顯然無視地

位的差異，而將自己視同上帝，但上帝卻是無限地超越一

切。每一種造物不管如何彰顯上帝的徵象，都不過是祂光

輝的照耀，並非祂本身。所有這些徵像都反映和可見於存

在之書。描述宇宙形態與模式的經卷的確是至偉之書。每

個明悟之人都可以從中覺察神聖正道的指引，使其達至至

大宣告。看看普照世界的陽光吧。這些光芒發自太陽，彰

顯了太陽的本質，但它們卻非太陽本身。地球上可察覺之

一切，皆充分顯示了上帝的權威、知識和宏恩，而上帝本

身卻無限地超越一切造物。 

基督說過：“你已將博學者和智者得不到的東西授予兒

童。”薩卜澤瓦爾的哲人也說過：“可悲啊！聆聽之耳何

其之少，否則，西奈灌木叢的瑟瑟聲在每棵樹上都能聽

到。”一位智者詢問基本實在之意義，在書簡中，我對這

著名哲人寫了這些話：“假如這真是你說的，那你為何沒

有聽到人類之樹在世界的至高巔峰上發出的呼喊？假如你

的確聽到了這呼喊，但由於恐懼和試圖保命卻對其置之不

理，那你過去和現在都是不值一提之人。假如你沒有聽

到，那你就是喪失了聽力。”簡而言之，這種人的話語令

世人驕傲，可他們的行為卻是眾民的恥辱。 

確然，我已吹響了號角，這號角不是別的，正是我的榮耀

之筆。看哪！人類已在這號角聲面前激動得難以自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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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樂意拯救他們，作為其恩典之表徵。祂是恩典之主、亙

古常在者。 

曰：牧師們啊！你們為何要責難這聖筆？它一發出尖厲之

音，宣說之王國就側耳傾聽；面對它偉大而榮耀的主題，

其他一切主題都顯得無足輕重。你們要敬畏上帝，不要聽

任自己的無謂幻念與腐化臆想，而要跟從祂——那位帶來

無可爭辯的知識和不可動搖的確信之人。 

榮耀歸於上帝！人的財富是其話語，但本蒙冤者卻緘默不

言，因為那些不信者正在伺機而動。然而，上帝——那萬

千世界之主——卻提供保護。確然，我信祂，將一切事務

託付於祂。祂是我及一切造物的全豐全足者。祂是唯一

者，藉由祂的許可及其諭令之力，使至高無上威權之陽在

世界的地平線上燦爛閃耀。察覺和承認這真理的人，有福

了；剛愎不信者，有難臨頭了。 

本蒙冤者一貫善待智者。所謂智者，就是其知識並不限於

純粹的言詞，而是其生命所賦予的成果，並產生了持久效

應，人人都要尊重這些受福佑的靈魂。遵守上帝訓導之

人，有福了；承認真理之人，有福了；凡事公正判斷和緊

執我神聖公義靈索之人，有福了。 

波斯人民已背離了那保護者和佑助者。他們沉迷和深陷於

蠢人的虛妄臆想。他們如此眷戀於迷信，以至除了上帝—

—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的有力臂膀，誰也難以使其脫

離。你當懇求全能者，祂能以其神聖威權之手指，移除那

將各族各民蒙蔽的層層帷幕，以使他們獲得有助於安全、

進步和提升之物，從而加速奔向那無與倫比的聖友。 

阿卜哈聖筆啟示並在至尊樂園之 

第一聖葉 

上題寫的上帝聖言如下：我確然說過，敬畏上帝永遠是世

界各民族的可靠防衛和安全堡壘。這是捍衛人類的首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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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人類得到保護的至高工具。人的確有一種能力，

它能阻止和隔絕任何無價值和不適宜之物，此能力被稱為

羞恥心。但是，羞恥心只限於少數人擁有，多數人過去和

現在都不具備。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二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如下：此刻，至高聖筆忠告權威之顯示

者和權力之源頭，亦即國王們、君主們、總統們、統治

者、神職人員和智者，命令他們維護宗教之道，並予以堅

守。確然，宗教是建立世間秩序與萬民安寧的首要工具。

宗教柱石的削弱，讓愚蠢之人愈發得勢，使得他們肆意妄

為，更加傲慢。我確然說過：宗教愈衰退，不信者的任性

就愈嚴重。這最終只會導致混亂與迷茫。明察之人啊，請

聽我言；覺悟之士啊，切要警惕！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三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是：人之子啊！假如你青目仁慈，就要

放棄你利益之事，堅持有利於人類之事。假如你垂青公

義，你為鄰舍的選擇，會如同為自己選擇。謙虛使人晉升

榮耀與權能之天國，驕傲使人墮落可鄙卑下之深淵。 

上帝之民啊！這時代是偉大的，這號召是強有力的！我在

一篇書簡中啟示了這些崇高的話語：“如果靈性世界完全

轉換成聽覺，那麼，它就可以聲稱配得上傾聽來自至高天

際的聲音；否則，那些被謊言所污染的耳朵，過去與現在

都不配傾聽它。”傾聽者，必定得福；剛愎自用者，必將

遭難。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四聖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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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記錄的上帝聖言如下：上帝之民啊！懇求唯一真神——

榮耀歸於祂的聖名——如此，祂就會仁慈地使顯現統權和

力量的人遠離私心雜念，將正義和導引之光輝灑向他們。 

穆罕默德·沙阿陛下雖然地位顯赫，但卻犯了兩項滔天大

罪。一是下詔放逐了恩典與慈悲聖域之主，即元點；二是

處死了富有治國才能和文學造詣的聖域之君。 

君王行善大，作惡也大。君王若未因權力和權威的虛榮而

放棄正義，也未因奢華、財富、榮耀或三軍統帥的威風而

喪失公正之陽的光華，就會在至高眾靈中擁有崇高地位和

尊貴身份。人人都要對如此高貴靈魂伸出援手和顯示仁

慈。那自律自製、放棄不公與暴政、喜好正義和公平之君

王，必蒙福佑。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五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是：首要的是，最重要的賜贈和最大的

福佑始終是智慧。這是人類可靠的衛護。智慧輔助他，加

強他。智慧是上帝的使者，是祂聖名——全知者——的昭

示者。藉由它，人類地位的高貴性得以彰顯和展露。它是

存在界這所學校的全知和首席導師。它是嚮導，擁有崇高

地位。幸虧它的教育，世人才被賦予了寶石般的靈性，閃

耀於諸天。在公義之城，正是這無敵的宣講者，在第九

年，以此天啟的喜訊照亮了世界。正是這無比的智慧之

源，在開天闢地之初就登上了內在寓意之階梯，而且當其

登上宣說的講壇之際，就借天意的運作宣告了兩個詞：第

一，預示了獎賞的承諾，第二，發布了懲罰的不祥警告。

獎賞激起希望，警告導致敬畏。世界秩序的根基就這樣牢

牢建立於這雙重原則之上。讚美歸於智慧之主——那無比

恩惠的所有者。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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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如下：正義乃人類之明燈。勿以壓迫與

暴政之逆風吹滅它。正義之目的乃是在人間顯現團結。神

聖智慧之汪洋在此崇高之話語裡澎湃，而舉世之書冊並不

能盡載其內在意義。人類若以此衣裝作裝飾，就會看到宣

說之陽閃耀在世界的地平線上，“那一天，上帝將以其豐

沛的恩典滿足每個人” 。你們要領悟這話語的價值，這

是榮耀聖筆之樹結出的高貴果實。傾耳聆聽它並恪守其訓

諭的人，有福了。確然，我說，來自上帝聖意之天的一

切，都是在世上建立秩序的手段，以及促進人民團結與友

愛的工具。本蒙冤者之舌從祂的至大牢獄如是宣說。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七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是：各國的智者啊！閉目不視疏離，一

心關注團結。堅守通往全人類福祉與安寧之路。整個地球

都是一個家園，一個居所。你們要拋棄導致疏離的虛榮，

一心致力於確保世界的和諧。在巴哈之民看來，人的榮耀

在於其知識、正直操守、可嘉品格和智慧，而非其國籍或

地位。世人啊！要領悟這神聖話語的價值。的確，它就像

駛往知識汪洋的航船和照耀認知領域的光源。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八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如下：學校必須首先以宗教原則培育學

童，這樣，上帝聖書中記錄的獎賞的承諾和警告就能製止

他們做禁絕之事，並讓他們披上遵守誡律的斗篷；但這要

把握一定尺度，不要傷害兒童，導致其無知狂熱和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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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書中未予徑直言明之事務，正義院之受託人須協商，

並執行已達成之決議。確然，上帝必按其意願激勵他們，

祂確然是供給者、全知者。 

我從前曾經規定，人們應掌握兩種語言，但應當努力將其

減少為一，世上的文字也是這樣。如此，人的生命就不會

消耗和浪費在學習不同語言上。這樣，整個地球就會被視

為一城一國。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九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是：凡事皆望適度。假如過分，就會帶

來不幸。看看西方文明吧，它如何給世人帶來了不安與警

示。一種恐怖的機器被發明了，它被證實為一種如此殘忍

的毀滅性武器，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要淨化如此根

深蒂固和勢不可擋的腐敗是難以奏效的，除非世界列民齊

心追求一個目標，遵奉一個普世信仰。傾聽本蒙冤者的呼

召吧，堅定地奉行小和平。 

奇異而驚人的事物存在於地球上，而人們想不到也理解不

了。這些事物能夠改變整個地球大氣環境，其污染可致人

於死地。偉大的上帝啊！我看到一個令人驚異之物。閃電

或一種類似力量由一位操作者控制，按其指令運作。威權

之主無比高貴，祂藉其偉大無敵指令之力，對此予以揭

示。 

巴哈之民啊！我啟示的每條律令都是保衛存在界的堅強堡

壘。確然，本蒙冤者唯期望你們平安與提升。 

我勸勉正義院的人，確切保護和維護男士、女士及兒童。

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他們皆須最大程度地關注人民

的福祉。那救助囚虜的統治者，關心窮人的富人，以及保

護受壓迫者的權利免受作惡者踐踏的正義之士，必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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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按照命定者、那亙古常在者的諭令行事的受託人，有

福了。 

海達爾-阿里啊！我的榮耀和讚美歸於你。我的忠告和勸

誡庇覆世界。但是，它們帶來的不是愉快和歡樂，而是悲

傷，因為有些聲稱愛我的人，變得驕矜傲慢，使我遭受如

此苦難，遠甚從前的宗教信徒或波斯的神職人員。 

我已說過：“身陷縲紲於我無害，敵手施加的迫害亦對我

無礙。傷害我的倒是我鍾愛者的表現。他們打著我的名

號，幹的卻是令我的心和筆悲傷的勾當。”這些話我說了

一遍又一遍，但疏失者並未因此而受益，因為他們迷戀於

自己的邪情私慾。你們要祈求唯一真神，祂有可能使每個

人悔過，復歸祂的懷抱。只要人的本性屈從於邪情，作惡

和犯罪就會肆虐。我滿懷希望：願神權之手和天恩傾灑能

扶持所有人，讓他們穿上寬恕和慷慨的衣裝，避免祂的僕

人作出危害祂聖道之舉。祂確是強力者、萬能者，祂是永

遠寬恕者、仁慈者。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十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如下：塵世之民啊！離群索居或禁慾苦

行在上帝尊前不被接納。具有洞察力和理解力的人理應奉

行能使人快樂和喜悅之事。此類行為是無謂幻想之子息或

迷信之子嗣，跟有知識的人不相襯。古往今來，有的人在

山上洞穴裡棲身，還有的人夜間去墓地。曰：聽取本蒙冤

者的告誡。拋棄你們的這些流弊，遵行可靠勸諭者的命

令。勿失去你們的福分。 

慈善在上帝眼中受到稱讚，在善舉中被視為首善。你們當

深思，最憐憫者在《古蘭經》裡的啟示：“即使他們自己

是貧窮的，也願意讓他人優先於自己。那些自身沒有貪念

的人，必蒙福佑。” 以此觀之，上述神聖宣說確乃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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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陽。關心他人勝過自己者，必得福佑。確然，藉由上

帝——那全知者、全智者——之聖意，這樣的人可視為殷

紅方舟的巴哈之民。 

至高聖筆在至尊樂園之 

第十一聖葉 

上記錄的上帝聖言是：我吩咐他們——上帝聖名和屬性的

象徵——從今以後奉守此至大天啟中所提出的一切，莫讓

自己成為衝突之因，直到那無終之終，都專注於記錄此書

簡中的這些光輝話語之啟端。衝突導致流血，激起民眾暴

動。你們要傾聽本蒙冤者之聲，不要充耳不聞。 

假如有人心中思忖榮耀聖筆在此天啟所流瀉之涓涓話語，

他就會確信，本蒙冤者的任何言論，都無意為自己爭取地

位或榮譽。其目的是要藉由其話語的崇高性，將靈魂吸引

到崇高榮耀之巔，並賦予他們感知力，滌蕩和淨化世人，

使其遠離宗教分歧所煽起的衝突和糾紛。我的心、我的

筆、我的內在和外在都對此作證。上帝恩准所有人轉向隱

藏於他們自我本質中的寶庫。 

巴哈之民啊！工藝、科學和藝術皆出自思考能力。你們須

盡最大的努力發掘思想寶藏，以使智慧和言語之珠的光芒

閃耀，進而促進世間所有人的福祉與和睦。 

在任何情況下，無論身處逆境或者順境，無論榮耀或遭

難，本蒙冤者都教導所有人展示博愛、同情、憐憫與和

諧。可是，每當有些許進步和前進跡象，那些隱藏於幕後

之人就會出動，誹謗他人，其傷害甚於刀劍。他們固執於

誤導性和譴責性之話語，使自己不得接近上帝啟示的經文

之洋。 

假如沒有這些障眼面紗，那麼借話語之力，大約兩年波斯

就會順服，不論政府抑或人民都會得到提升，昭然公開的

至高目標就會展現於無比榮耀之中。簡言之，我有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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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時暗示，已經說出了該說的一切。因此，一旦波斯

得到復興，上帝聖言的甜蜜芳香便會吹遍世界各國，因為

至尊聖筆所湧流出的一切，都有助於塵世各族各民的榮

耀、進步和教育。這的確是醫治各種疾患的靈丹妙藥，唯

願他們明白和領悟。 

最近，幾位阿夫南和阿明——我的榮耀和慈愛賜於他們—

—來到我面前，目睹了我的面容；納比勒、納比勒之子和

薩曼達爾之子——上帝的榮耀和慈愛降賜於他們——來到

這裡，暢飲了團聚之杯。我懇求上帝仁慈地賜予他們今生

來世的佳美，從其慷慨之天堂、以其溫情之祥雲，對他們

傾灑福佑和恩惠。確然，祂是憐憫者中最憐憫者，祂是寬

仁者、施善者。 

海達爾-阿里啊！你托那位享有“尤德” （慷慨）稱號的

人轉交的另一封信已經達至我的聖庭。讚美歸於上帝！那

封信帶著神聖大同和超然之光，閃耀著仁愛與慈愛之火

焰。你們要祈求上帝，這樣，祂或許會賜予敏銳之眼，賜

予一道閃亮新光，它們就能察覺到無與倫比或無可匹敵之

事物。 

在這個日子裡，經書之母的經文像太陽一樣璀璨明艷。它

們不可能與過去或新近的任何話語相混淆。本蒙冤者確實

不希望藉他人的證據來顯示自己的聖道。祂是包羅萬象的

唯一者，其他一切被祂所庇覆。曰：人們啊，你們要詳細

考察你們流行的，我也詳察與我有關的一切。我借上帝發

誓！相比於念記祂的聖名，不論是塵世列民的讚美，還是

地上各族所有之物，都不值一提。祂為此作證，祂在任何

條件下都宣告：“確然，祂是上帝，審判日至高無上的統

治者和威權寶座之主。” 

榮耀歸於上帝！人們懷疑，究竟有什麼證據和理由使巴揚

之民中的不信者背離存在之主。事實上，這個天啟的地位

超過了過去已顯示的或將來要顯示的任何天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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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巴揚元點今日在場，若在祂承認這個聖道時遲疑不決

（上帝不容），那麼，從祂自己的巴揚之源泉湧流出的聖

言就適用於祂。祂說過，而且祂說的話就是真理：“上帝

將昭示天下者擯棄塵世間最偉大者，對祂來說這是合法

的。”曰：你們這些缺乏理解力的人啊！今天，至為尊貴

者正在宣布：“確然，確然，我是第一個崇拜祂的人。”

人們的知識是多麼膚淺，其認識能力是多麼薄弱啊！我們

的榮耀之筆證明他們的赤貧，證明眾界之主上帝的富有。 

讚美和榮耀歸於祂——那萬物的創生者。祂是至高無上的

真理，不可見之物的知曉者。經書之母已被啟示，恩典之

主已端坐於榮耀聖座之上。黎明破曉，但人仍不認識。種

種徵像已經展露，但展露這些徵象的祂，卻悲傷至極。的

確，我所忍受的苦難，足令存在界哀痛。 

曰：葉海亞（阿扎爾）啊！若是你真的擁有受神靈啟示的

知識，就拿出一句經文來吧。這些是我的先驅者從前說過

的話，也是祂在此刻宣布的話：“確然，確然，我是第一

個崇拜祂的人。”我的弟弟啊！要公正。面對我波濤洶湧

的聖語之洋，你有能力用你自己的言語表達出來嗎？面對

我聖筆的尖厲聲，你能滔滔不絕地說話嗎？在我全能天啟

面前，你有任何能力嗎？我以上帝之名懇求你公正判斷，

回想你站在本蒙冤者面前，我向你口授救難者、自在者上

帝之經文。當心虛假之源阻止你了解明白無誤的真理。 

凝視過我面容之人啊！曰：你們這些疏失者啊！因為區區

滴水，你們就離棄了神聖經文的汪洋；為了一個微不足道

的原子，你們就使自己隔絕了真理之陽的光輝。除了巴哈

之外，誰有權力在人類面前講話？你們要公正判斷，莫做

不義之人。藉由祂，大洋洶湧澎湃，奧秘張揚顯露，樹木

放聲高喊：天地之王國均屬於上帝，那徵象之神聖啟示

者、那明顯表徵之源。你們要研讀由此天啟的先驅者所啟

示的波斯文《巴揚經》，以公正的眼光看待它。確然，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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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你們引向祂的正道。此刻，祂宣布了祂從前位於其至

高聖名寶座上的話語。 

你提及了那些地區的鍾愛者。讚美歸於上帝，他們每一位

都獲得了被獨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榮耀——所念記的

榮譽，並且他們的名字都由宣說王國的輝煌之舌宣布。他

們的福分和快樂真是何其大矣，因為他們已從他們的主—

—那慈悲者、仁慈者手中暢飲了啟示和靈感之佳釀。我懇

求上帝給他們力量，以展現其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呼籲

智慧和宣說之軍援助他們。祂確是大能者、全能者。向他

們轉達我的問候，向他們宣布這一佳音：念記之陽已經升

起，從他們的主——那永恆寬恕者、最憐憫者——的慷慨

恩寵之地平線上閃耀光芒。 

你提及的侯賽因，我曾給他的身軀穿上寬恕之袍服，將赦

免之冠戴在他的頭上。他應在所有人中以此光輝、燦爛和

昭然之恩惠為榮。曰：莫要沮喪。在這神聖經文啟示之

後，你就彷佛自你母親腹中重生。曰：你已經擺脫了罪惡

與過錯。上帝確然以祂在至大監獄的宣說之活水淨化了

你。我懇求祂——祝福和讚美歸於祂——仁慈地確認你對

祂的頌揚和對祂榮耀的讚美，並藉祂不可見的天兵之力加

強你。確然，祂是全能者、萬能者。 

你提及塔村人。我已面向那裡的上帝之僕，吩咐他們首先

思考巴揚元點有關這天啟的昭示——藉由這天啟，所有名

銜都被動搖，眾多虛妄臆想之偶像被粉碎，輝煌之舌從榮

耀王國宣布：以上帝的公義為證！隱秘的珍寶、莫測的奧

秘都在世人眼前揭曉，令無論過去還是未來的萬物歡欣鼓

舞。祂曾經說過——此言確乃真理：“在我對祂——祂在

我之後而來——的所有讚揚中，最重要的是我的這一書面

的告白：我的任何話語都不足以描述祂，我在《巴揚經》

中對祂的任何論述都無法對祂的聖道作出公正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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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還忠告他們秉持正義、公平、誠實、虔敬，藉

此，無論上帝的聖言抑或他們自己的地位均將在人群之中

得到提升。確然，我是以正義勸諭人類的唯一者。祂對此

作證——仁慈之河從祂的聖筆流出，活水之泉從祂的宣說

中流向萬物。這無限恩惠無比崇高，這輝煌恩寵無比神

聖。 

塔村之民啊！傾聽祂的呼召吧，祂因其所意而所為。祂確

已提醒你們什麼能將你們引向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祂

從阿卡監獄面向你們，而且為你們而啟示——這啟示將使

你們千古不朽，使你們的名字在聖書中不會被抹去，讓你

們永遠不會受到頑固不化者之懷疑的影響。你們要將眾人

普遍認為的統統拋棄，謹守命定者、亙古常在者的聖意對

你們的吩咐。這個時代，極界聖樹大聲疾呼：人們啊！你

們要看到我的果實、我的葉子，傾耳靜聽我的瑟瑟之聲。

要當心，以免人的懷疑阻止你們接近篤信之光。宣說之洋

大聲說道：“塵世居民們啊！看看我的洶湧之水和我已傾

吐出的智慧與宣說之珠吧！你們當敬畏上帝，莫作疏失

者。” 

在這個日子，上天王國中正在舉行一項盛大的慶祝活動；

因為在神聖經文中允諾的一切都已實現了。這是歡欣鼓舞

的日子，每個人都歡歡喜喜、興高采烈地趕赴祂臨近之

廷，使自己擺脫疏遠之火。 

塔村之民啊！你們當借我聖名之強力，緊握知識之聖杯，

盡情暢飲，不用顧及那些破壞上帝的聖約與遺囑的塵世之

民，他們拒絕祂的證據和明顯表徵，挑剔其遍及天地萬物

的徵象。 

巴揚之民中的不信者就像什葉派的信徒一樣，跟在他們後

面亦步亦趨。任隨他們沉浸在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中吧！

事實上，他們在全知全智的上帝之經書中被視為迷途者。

什葉派神職人員無不忙於在講道壇上辱罵和譴責這唯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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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寬仁的上帝啊！道拉塔巴迪也依樣效尤，登壇發聲，

導致神聖書簡痛苦呼喊，讓聖筆哀號長嘆。深思他的行為

以及阿什拉夫——願我的榮耀和溫情憐憫降臨於他——的

行為，再想想那些以我的聖名奔向殉道之地、在祂——那

世界之渴望——的道路上獻出生命的鍾愛者吧。 

聖道已經彰顯，它閃耀如太陽，但世人卻變成了遮掩自己

目光的面紗。我懇求上帝仁慈地佑助他們復歸於祂。祂的

確是寬恕者、仁慈者。 

塔村之民啊！我在此聖地問候你們，並祈願上帝——祝福

和讚美屬於祂——讓你們暢飲祂手中永恆之佳釀。確然，

祂是恩典之主、寬仁者、普世讚美者。不要理會世人中不

成熟的人，他們受到私慾的慫恿、墨守妄念。確然，祂是

你們的援助者和救濟者。的確，祂是強大的，祂因其所意

而所為。除祂之外別無上帝，祂是獨一者、無與倫比者、

大能者、至大者。 

願我臨在之榮耀降賜於那些面向祂天啟之黎明的人，降賜

於那些認知和承認宣說之舌在此神聖、輝煌和無與倫比之

日，在知識王國之陳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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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亞書簡: 世界書簡 

奉我之名，在宣說王國大聲呼喚 

讚美與感恩歸於昭然統權之主，祂以阿里-阿克巴爾和阿

明閣下之親臨來裝飾這強固之監獄，並以篤信、堅貞與確

證之光將它照亮。上帝的榮耀，天地萬物的榮耀，歸於他

們。 

光明與榮耀、祝詞與讚美歸於聖道的聖輔們。經由他們，

堅毅之光已普照；神聖真理已確立，即遴選之權歸於上

帝——大能者、慈悲者、無限者；經由他們，恩澤之洋已

澎湃，上帝——人類之主——恩寵之芳香已飄散。我祈求

祂——尊貴屬於祂——藉其萬軍之力保護他們，通過祂的

統權之力保護他們，通過祂戰勝一切造物的力量援助他

們。統權屬於上帝、那諸天的創造者、那萬名王國之主。 

至大宣告聲明：波斯之民啊！從前，你們是仁慈的象徵、

友愛與和善的化身。世界各地曾被你們知識明燈的光輝和

你們博學的光焰照亮和美化，可現在你們怎會起來親手毀

滅自己和你們的朋友？ 

阿夫南啊，我亙古樹幹的枝椏啊！我的榮耀和慈愛都降於

你。聖道之帳何其大矣！它足以遮蓋塵世各族各民，而且

不久，它就會將全人類聚攏在它的庇護之下。服務之日已

經來臨。無數書簡見證了你獲賜的恩惠。你要為我聖道之

凱旋而奮起，並藉你宣說之力征服人心。你的表現當能夠

確保不幸者和受壓迫者之和平與福祉。你要行動起來，這

樣，才有可能釋放鎖鏈中的囚徒，使其獲得真正的自由。 

今天，正義在困境中悲鳴，公平在壓迫的枷鎖下呻吟。暴

政的烏雲讓大地一片漆黑，將民眾深深籠罩。奉全能命定

者之諭令，借我榮耀聖筆之揮動，我已將新的生命賦予每

個人的身軀，將活力輸入每個字。萬物宣告了全世界再生

的證據。此乃本蒙冤者之筆賜予人類的至大至喜之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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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備受鍾愛者啊，你們何故擔心？誰能使你們恐

慌不安？這一代剛愎自用之人是用硬泥塑成的，滴水即可

將其溶碎。你們只需團結起來，就足以瓦解這些自負而無

用之人的力量。 

衝突和爭鬥乃野獸之為。通過上帝的恩典，借助得體的語

言與可嘉的行為，巴比團體已收劍入鞘。的確，通過良言

之力，正義之士總能成功掌控人的心田。曰：我鍾愛的人

啊！凡事都要謹慎。傾心聽取至尊聖筆的忠告，莫讓你們

的手或舌傷害任何人。 

在提及德地（德黑蘭）時，我已經在《亞格達斯經》啟示

了對人類的勸諭。在世上推行暴政者篡奪了世上各族各民

的權利，他們百般地追逐個人私慾。亞城（亞茲德）的暴

君犯下的罪行足以讓至高眾靈泣血落淚。 

暢飲我宣說之美酒，凝視我天啟地平線之人啊！多麼奇怪

啊，曾經在科學和工藝上無與倫比的波斯人民，如今竟然

淪落為世間各族中的最墮落之人。人們啊！在此神佑的榮

耀之日，不要讓自己與這慷慨傾灑的恩惠無緣，此乃無限

仁惠之主對你們的恩賜。在此日子裡，智慧與宣說之雨露

正自恩惠之雲傾灑而下。公正評斷祂聖道的人，有福了；

不義之人，有難臨頭了。 

在這個時代，每個有洞察力的人都樂於承認，本蒙冤者之

筆啟示的忠告，構成推動世界前進和提高世界各族人民的

至高動力。人們啊，奮起吧！以上帝的權能之力，戰勝自

己，以使全體世人變得聖潔，掙脫其無謂幻念之神祇——

它們給那些可憐的崇拜者帶來如此不幸，是這些人悲慘狀

況的肇因。這些偶像成為阻礙人類在完美道路上努力前進

的絆腳石。我希望神聖威權之手扶助人類，將其從無比低

賤之狀況下解救出來。 

在一部書簡裡，我啟示了下述話語：上帝的子民啊！不要

忙於自己的事務，而要專心致力於重塑人類的未來，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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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靈變得聖潔。這只能靠崇高、聖潔的行為，靠富有德

行的生活以及良好的行為。英勇行為將能確保這聖道的勝

利，聖潔品格會加強其威力。巴哈之民啊！要堅守公義，

確然，此乃本蒙冤者賜給你們的誡命，是祂無可約束之聖

意所要求你們每一位奉行的首要戒律。 

朋友啊！在這神聖和振奮靈魂的春天，仁慈恩寵傾灑於你

們，你們應藉此更新和復蘇自己的靈魂。祂的偉大榮耀之

陽照耀著你們，祂的無限恩惠之雲將你們蔭庇。對於那沒

有錯失如此巨大恩惠，並看到身著這新衣的至愛者之美的

人，他所獲得的獎賞何其大矣。照管好你們自己，因為邪

惡者埋伏以待，等著你們陷入羅網。你們要準備迎擊他們

的邪惡伎倆，在全察者聖名之光的指引下，使自己逃脫那

包圍你們的陰霾。你們要放眼全世界，而非僅僅局限於自

我。邪惡者就是那阻撓人類之子奮起和靈性進步的人。 

今日，人人都有責任去做一切能促進所有國家和公義政府

的利益，提高其地位的事。藉由至尊聖筆所啟示的每一句

經文，博愛與團結的大門已經敞開，展現於人類面前。不

久前我已宣告——吾言乃真理：“以友愛與團結精神與所

有宗教的信徒交往。”藉這些話語的啟示消除與化解了導

致人類之子相互隔絕並製造爭執和分裂的一切。為了使存

在界變得高貴，讓人類的思想和靈魂得到提高，從上帝聖

意之天已經降賜了教育全人類的最有效工具。古代各民族

所說、所寫的最高精髓和最完美表述，都已藉這最強有力

的天啟，從擁有萬能者、永在上帝的聖意之天降賜下來。

昔日的啟示曰：“愛自己的國家是上帝信仰的一項原

則。”但輝煌之舌在其顯聖之日卻宣告：“愛自己的國家

不值得誇耀，愛世界才值得自豪。”藉由這些崇高話語所

釋放的力量，祂給人類心靈之鳥提供了新動力，指明了新

方向，並徹底清除了來自上帝聖書的一切約束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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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蒙冤者禁止上帝子民捲入爭執或衝突，告誡他們恪守正

直行為和可嘉品格。在這個日子，能確保勝利之使軍是良

好的行為和聖潔的品格。緊隨他們者，有福了；背離他們

者，有難了。 

上帝的子民啊！我誡諭你們謙恭禮讓，因為此乃一切美德

之尊。凡以謙恭禮讓之光照耀自己，並著以正直之袍者，

必得福佑！謙恭禮讓必享尊貴。希望本蒙冤者和其他所有

人都能謙恭禮讓，堅守它，履行它，注視它。這是至大聖

名之筆湧流出的必須履行的誡命。 

此乃隱藏於人類內在礦藏中的堅毅寶石的彰顯之日。正義

之民啊！要像明燈般燦爛，要像燃燒的灌木叢中熊熊之火

焰般光彩奪目。無疑，你們的愛火之光輝將融合與統一世

上相互爭鬥的各族各民，而敵視和仇恨之凶猛火焰只能導

致衝突與毀滅。我乞求上帝，願祂能保護其造物躲過其敵

人的邪惡奸計。確然，祂擁有掌控萬物的權力。 

一切讚美歸於唯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榮耀——因為祂

已借至高聖筆開啟了人心的門扉。此聖筆已啟示的每句經

文都是一道光明之門，顯露了一種聖潔虔誠生活與純潔無

瑕行為的榮耀。我的召喚和佳音絕非只給予或惠及一國或

一民。凡已啟示和賜予人類者，全人類皆須奉而行之。那

時，只有到那時，它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整個塵世就會

被上帝天啟的光輝照亮。在“60”年[回曆 1260年，公曆

1844年]，那位神聖導引之光的預示者——願一切造物做

祂的犧牲——宣告了聖靈的一個新天啟；二十年之後[回

曆 1280年，公曆 1863年]，祂隨其而來，世界藉此而成

為這應許之榮耀、這奇妙恩寵的接受者。看哪，全人類如

何被賦予了傾聽上帝至高聖言的能力——所有人類團聚一

體及其靈性複活，必有賴於此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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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監獄時，我在殷紅之書中發出了有助於人類進步和

世界重建的啟示。造物主的聖筆在其中的如下宣說，構建

了管理人類事務的基本原則： 

第一，世界正義院的管理者應促進小和平，這樣，世人就

可能擺脫過高的支出負擔。這件事非常重要，勢在必行，

因為敵對與衝突乃苦難與災禍之根因。 

第二，語言應減少為一種共同語言，以便在世界各地的學

校中教授。 

第三，凡促進交誼、親善與團結之事，人類皆須奉行不

移。 

第四，無論男女，每個人皆須向一位信託者繳納其通過貿

易、農業或其他職業所獲取的部分收入，用於培養和教育

兒童，這筆錢會在世界正義院受託人知情的情況下為此目

的去花費。 

第五，必須給予農業特別關注。儘管農業在第五項原則中

被提及，但它無疑優先於其他原則。農業在外國高度發

達，但在波斯迄今一直遭到如此嚴重忽視。希望沙阿陛

下——願上帝以其隆恩佑助他——將注意此生死攸關的重

大事務。 

人們若嚴格遵守至高聖筆在殷紅之書中的啟示，就無需那

些盛行於世的法規。某些訓諭源源不斷地從至高聖筆流

出，或許力量的彰顯和威權的破曉之地有時能夠予以執

行。的確，若能找到忠實的尋道者，那麼上帝出於祂的愛

而表露出的無處不在和不可抗拒的聖意，就能得以彰顯。

但何處能找到熱心的尋道者和熱衷探尋的心靈？公平和公

正的人到哪裡去了？而今，沒有哪天不看到新的暴政之火

在熊熊燃燒，新的侵犯之劍出鞘揮舞。仁慈的上帝啊！波

斯權貴們以如此野蠻之舉動為榮，使人們聞之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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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蒙冤者日日夜夜對人類之主表達謝意和讚美，因為有證

據表明，我的忠告與勸誡已經產生效力，本國人民顯示了

在我眼中蒙受悅納的品性和行為。這件真正愉悅世人之眼

的事足以為證，它就是朋友們與最高當局進行調解，為他

們的敵人說情。的確，人的言語之真偽，其義行即可為

證。我存有這樣的希望，虔敬之人憑藉其行為的感化光芒

照亮世人，我祈願萬能者——榮耀與讚美歸於祂——在這

個日子裡，讓人人都堅守祂的愛，在祂的聖道上矢志不

渝。祂確然是對祂忠心耿耿、尊奉其命諭的保護者。 

上帝之民啊！我的榮耀聖筆所啟示的諸界乃數量無數，看

了這些啟示，得到真正啟迪的眼睛不計其數。但多數波斯

人繼續無緣於那些有益的忠告，嚴重缺乏有用的科學與工

藝。以前，榮耀聖筆曾為一位忠實信徒特別啟示了這些崇

高話語，或許那些誤入歧途者會擁抱真理，開始了解上帝

律法的奧妙。 

不忠不信者心系四件事：第一，流血；第二，焚書；第

三，迴避其他宗教的信徒；第四，消滅別的社團和群體。

然而現在，藉由上帝聖言之無限恩惠和威權，這四大障礙

已被消除，這些明令已從書簡裡清除，野蠻的規定變成了

靈性特質。祂的目標何其崇高，祂的威權何其榮耀，祂的

國度何其廣袤！現在，讓我們祈求上帝——祂的榮耀至為

尊貴——願祂仁慈地將什葉派信徒引向正道，並淨化其不

當行為。該派成員的嘴邊不時溜出邪惡詛咒，他們常用

“馬勒溫”(Mal'ún“該死的”)這個詞——發音時帶

“ayn”這個喉音——這已成為其口頭禪。 

上帝啊，我的上帝！祢聽到了聖光（巴哈）的悲嘆，聞知

了祂日間夜晚的慟哭，並且明曉祂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

聖潔祢僕人的靈魂，要把他們從時刻困擾他們的烈火中解

救出來。主啊！祢備受寵愛的僕人已被提升至祢恩惠之天

堂，祢的忠誠愛戴者也被抬舉到祢慷慨之崇高聖域。我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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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無論他們想要從祢的恩寵之洋、祢恩典之天及祢慷

慨之陽尋求什麼，都不要讓他們失望。主啊，扶助他們獲

取種種美德，提升他們在世人中的地位。確然，祢是強力

者、萬能者、最慷慨者。 

上帝之民啊！當傾耳聆聽，如此，所有人的自由、福祉、

平安、提升和進步將得到保障。某些法律和原則對於波斯

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最好這些措施的採納要符合陛

下——願上帝藉其恩典扶助他——以及博學的神職人員和

上層統治者考慮過的觀念。經他們認可，應當確定一個聚

會之地。他們在那裡應恪守磋商之原則，採用和實施有益

於人民安全、興旺、財富和安寧之措施。因為除此之外，

採用任何措施，都只會導致混亂和騷動。 

根據我以前在《亞格達斯經》和其他書簡裡啟示的基本律

法，一切事務都必須交給正義之君王、總統和正義院受託

人。若深思我過去的闡述，每位公平和有洞見者以自己的

外在和內在之眼，都能清晰看到正義之陽所發出的光輝。 

英國人民在倫敦實施的政體看起來很好，因為它同時賦有

王權和人民磋商這二者的光芒。 

在製定這些原則和律法的過程中，一部分與懲罰有關，懲

罰是確保人們獲得安全與保護的有效的工具。然而，懼怕

懲罰只是使人們表面上不敢做邪惡壞事，而能在內外兩方

面遏制和約束人的，則是對上帝的敬畏。這是人的真正保

護者和靈性監護者。人必須奉行有助於獲得這種至高恩典

的行為。傾聽至尊聖筆所宣說的一切，奉行命定者、亙古

常在者命諭之人，必蒙福佑。 

上帝之民啊！要心係於你們真正的無與倫比之聖友的忠

告。上帝聖言猶如一棵樹苗，植根於人心之中。須以智慧

和聖潔話語之活水培育它成長，以使它根系深固，枝葉伸

向諸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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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居民啊！標誌這至高天啟杰出特徵的顯著特點在

於：一方面，我徹底清除了上帝聖書頁面上引起人類之子

產生衝突、惡意和傷害的一切文字；另一方面，我制定了

和諧、理解及完整持久團結的根本前提。恪守我法則的

人，有福了。 

我一再告誡我的鍾愛者要避免，不，而是逃離任何可以覺

察的不和氣息。世界正處在巨大動蕩之中，人們的思想極

度混亂。我乞求萬能者以其正義之榮耀仁慈地照亮他們，

使他們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發現有益於他們的

事物。確然，祂是擁有一切者、至高者。 

我之前說過如下至高話語：忠於本蒙冤者之人，在顯露慈

善與仁愛時，要如雲彩傾灑甘霖；在抑制卑鄙和貪欲本性

時，要如熊熊之火焰。 

仁慈的上帝啊！最近發生了一件令人無比震驚之事。據報

導，某人到了波斯帝國的王駕御前，靠著阿諛奉承的伎倆

贏得了一些貴族的青睞。多麼可悲！多麼可嘆啊！人們困

惑不解，那些曾經作為至高榮耀象徵的人士，現在為何墮

落到如此羞恥之境地。他們曾經的崇高意志何在？他們的

尊嚴和榮譽何在？榮耀與智慧之陽曾經持續照耀在波斯之

天際，而今，它已墮落到如此程度，以致尊貴者竟甘當愚

蠢者手中的玩物。那個人在埃及報刊和貝魯特百科全書上

寫的有關這群人的文字，令博識者和富學之人感到驚異。

他後來到了巴黎，發行了一份名為《烏爾瓦圖·武斯加》

（《確信之柄》）的報紙，從那裡寄向世界各地。他還給

阿卡監獄寄了一份，以此表達善意，並彌補過去的行為。

簡言之，本蒙冤者一直默默觀察他的行為。我祈求上帝—

—真神——保佑他，以正義和公平之光照耀他。他應當

說： 

上帝啊，我的上帝！祢看到我站在祢寬恕和仁慈之門前，

凝視祢慷慨恩寵和無量福佑之地平線。全人類之主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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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祢，借祢甜蜜的音調和聖筆的高呼，仁慈地扶助祢的

僕人，因為這符合祢的時日，能夠彰顯祢顯示的榮耀和祢

的威嚴。確然，祢強而有力，祢因己所意而所為。天上地

下的一切居民都見證祢的威權和力量，祢的榮耀和慷慨。

榮耀歸於祢——萬千世界之主和每位明悟之士心中的備受

摯愛者！ 

我的上帝啊，祢看，貧窮之本質正覓求祢財富之洋，邪惡

之實質正渴望祢寬恕與溫柔仁慈之水。我的上帝啊，賜予

我那配得祢至大榮耀及無限恩典之崇高性的一切。祢確是

普施者、豐盛恩典之主、命定者、全智者。除祢之外別無

上帝，你是至能者、驅策一切者、全能者。 

上帝之民啊！在這個日子裡，每個人都應凝目注視這些神

聖話語的地平線：“祂因其所意而所為。”凡達到這一境

界者的確達至上帝本質同一之光，並藉此得到啟迪，其他

一切人在上帝聖書裡則被視為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之徒。

你們要傾耳靜聽本蒙冤者之聲，捍衛你們地位的完整性。

大家都要關注這個問題，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本蒙冤者始終毫不掩飾與保留地向所有世人所宣布的，乃

是開啟科學、工藝、知識、幸福、繁榮與富強之門的鑰

匙。至聖之筆的強音未曾因壓迫者的惡行而停息，至高聖

言之啟示亦未因冥頑者或煽動者的不信而中止。我真誠祈

願上帝保護和淨化巴哈之民，使其擺脫從前信仰之民的無

謂幻念和腐敗臆想。 

上帝之民啊！博學的公義之士，他們獻身於引導他人，他

們脫離和摒棄了卑劣與貪婪本性的誘惑，他們在眾望所歸

者的眼中，乃真知之天的星辰，必須受到尊重。他們是潺

潺流水的源泉，熠熠生輝的群星，聖樹上的果實，天威的

闡述者，神聖知識的海洋。確然，這樣的靈魂在上帝——

至高寶座之主的聖書裡被歸入必蒙福佑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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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之民啊，你們這些殷紅方舟的伙伴啊！天地寶座之主

上帝的榮耀歸於你們，歸於傾聽你們甜蜜之聲、遵行這至

大奇妙書簡之吩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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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什拉加特書簡: 光輝書簡 

這是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自立者的書簡 

祂是上帝，那智慧與宣說之主，尊貴屬於祂 

讚美歸於上帝，其威嚴、力量和圣美無可匹敵；其榮耀、

威權和壯麗無與倫比。祂何其崇高，遠非人類的想像可以

理解，沒有什麼堪與祂對等或同一。祂以超絕雄辯之話語

和宣說明確宣布了祂的正道。確然，祂是擁有一切者、至

尊者。當其想讓新的造物出世，祂便讓昭然明亮的元點出

現在祂聖意的地平線上，它透過各種徵象，並以各種形式

彰顯自己，直到按照上帝那萬民之主的吩咐而達於巔峰。 

這元點就是諸聖名環繞的核心，標誌著神聖字母在造物界

彰顯的頂點。藉由它，令人費解的奧秘初露端倪，所具備

的神聖符號開始顯現，祂在至大聖名中彰顯——這聖名被

記錄于輝煌書簡，銘刻在神聖、蒙福的雪白捲軸。當元點

與出現於《古蘭經》第一章開端的第二個神聖字母連結

時，它就穿越了闡述和宣說之諸天。然後，上帝的永恆之

光傾灑光焰，在見證之天的中心爆發，從而產生了兩大神

聖光源。榮耀歸於那不可諭示、不可描述、不可斷言、不

可證明之仁慈者。祂確然自始至終都是命定者、普施者。

祂給他們提供來自力量與威權之軍的保護者和捍衛者。確

然，祂是救苦救難者、大能者、無拘無束者。 

像《古蘭經》的《開端章》一樣，本書簡的序文被啟示兩

次。 

讚美歸於上帝！祂彰顯了元點，由此展示了往昔或未來萬

物的知識，祂選擇元點為其名號的使者與其至大天啟的預

告者，這至大天啟令整個人類的手足戰栗，使祂的光華照

耀在世界的地平線上。確然，這元點是上帝為其僕人中的

忠誠者所命定的光輝之洋，是為其造物中的剛愎者與其子

民中不虔誠者預備的火焰——他們出賣上帝的饋贈去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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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以天國的靈糧換取偽善，並將其同伴引入不幸之

地。這些人在全世界四處作亂，當不朽者登上其寶座，呼

喊者從神聖之谷的安全與和平避難所放聲高呼之日，他們

又背叛了祂的聖約。 

巴揚之追隨者啊！你們要敬畏那最憐憫者。祂受到上帝使

徒穆罕默德的稱許，在穆罕默德之前受到聖靈的稱許，在

聖靈之前受到與上帝交談者的稱許。下面是在聖座前巴揚

元點的大聲呼喊：“以上帝的公義為誓，你們被造生就是

為讚美這至大宣告，這隱藏於先知靈魂中的完美道路，它

珍藏於上帝揀選者心中，由你們的主——那萬名所有者—

—之聖筆所記錄。” 

曰：惡人啊，惱怒而死吧！確然，洞察一切的祂已經顯

現。讓神聖知識之面容喜悅的祂已經降臨。宣說王國藉由

祂而得美化，每位易受性靈魂都面朝天啟之主，每位跪著

的人都站立起來，每位怠惰者都奔向確信之西奈山。上帝

命定，在這個日子，給正義者以賜福，給邪惡者以懲罰，

給忠信者以恩惠，給背信棄義者和剛愎自用者以狂怒天

罰。祂確實已顯聖，由上帝獲賜無敵威權。祂所啟示的，

天地萬物望塵莫及。 

巴揚之民啊，你們要敬畏這最憐憫者，不要步《古蘭經》

追隨者之後塵——他們白天夜裡聲稱信奉上帝的信仰，但

當全人類之主真的出現時，他們卻背離祂，並且用如此嚴

刑酷罰反對祂，以至在復臨之日，經書之母為祂的困境哀

慟。你們要銘記並深思他們的言行、地位和功罪、他們做

下的事情，當時在西奈山交談的祂開口說話，號角響處天

地間的一切昏死過去，除了被列為確認字母的人之外。 

巴揚之民啊！拋棄你們的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吧，以公正

的目光看待祂天啟之啟端，深思祂彰顯的萬物，祂莊嚴啟

示的話語，以及祂落入敵手所遭受的諸般苦難。祂就是那

為了弘揚祂的聖道、讚美祂的聖言而甘願接受所有苦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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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者。為了上帝——那天地創造者——的聖道，祂一度

在德地（德黑蘭）經受牢獄之苦，接著轉到馬地（馬贊達

蘭），後來再次關入德地的大牢。因為愛戴上帝，那全能

者、普施者的聖道，祂被迫鐐銬加身。 

巴揚之民啊！難道你們忘記了我的聖筆所啟示、我的口舌

所宣說的訓諭了嗎？難道你們出賣我的確信去換取你們的

無謂幻念，出賣我的聖道去換取你們的私慾？難道你們丟

棄了上帝的律令和對祂的念記，拋卻了祂的律法和規誡？

你們要敬畏上帝，將虛妄臆想丟向其源發者，將迷信留給

其製造者，將疑雲扔回其孕育者。然後，容光煥發、心無

瑕疵地邁向那地平線，在那地平線上，確信之陽應啟示之

主上帝的諭令，閃耀著燦爛的光芒。 

讚美歸於上帝！在創造界祂使至大無誤性成為其聖道之軀

的盾牌，這崇高和卓越地位是那超絕威權之手為其威嚴自

身所編織的衣裳，它不曾被賦予任何人。除了那高踞於強

大寶座上“隨意而為”的祂之外，任何人不配此衣裳。任

何人凡接受和承認此刻榮耀聖筆所寫，必定在上帝——那

始與終之主——的聖書中被歸入神聖大同倡導者之列，這

些人擁護上帝獨一之觀念。 

當話語之溪到達這個境界，真知的甜蜜芳香廣為傾灑，神

聖一體之陽在祂神聖宣說之地平線上明亮閃爍。被祂的呼

召吸引到榮耀之巔的人、已臨近祂的終極目標的人、憑我

榮耀聖筆之強音察覺到今生來世之主之意圖的人，有福

了。借我聖名——驅策一切者——之力，我已啟封了美

酒，而未能暢飲此美酒者，便不能領略神聖一體之光耀，

亦無法理解上帝——那天地之主、今世來世至高無上的統

治者——經文中的根本宗旨。這樣的人在上帝——那全知

者、全曉者——的神聖經書中將被視為不信者。 

尊敬的詢問者啊！我見證，在聖筆沒有揮動、在聖舌對那

奇妙徵象——至大無誤性——不表言語時，你確實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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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堅守適度的忍耐。你曾要求本蒙冤者為你揭開它的面

紗和帷幕，闡明它的奧秘和特徵、它的身份和地位，以及

它的卓越、莊嚴和高貴。以上帝的生命為誓！倘若我將隱

藏於知識和確信之洋貝殼裡的見證之珠公諸於眾，或者讓

隱藏於真悟天堂宣說室裡的神聖奧秘之美步出其居所，四

面八方的劇烈騷動便會出現於宗教領袖之中，你將目睹上

帝之民在這些自始至終都在否認上帝的豺狼之長牙利齒中

動彈不得。因此，按照神的智慧，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擱筆，意在保護忠信者免遭那些人的傷害，他們出賣上天

祝福去換取不信，並為其追隨者選擇這毀滅居所。 

賦有敏銳洞見的尋道者啊！我以祂——其至高聖言吸引了

上天眾靈——為誓！確然，居住於我王國的鳥兒和棲息在

我智慧玫瑰園的聖鴿發出瞭如此美妙的旋律和鳴囀，除上

帝——天地諸王國之主——外無人能解；假如這些美妙旋

律被啟示哪怕比針眼還小的程度，暴虐者都會發出前人從

未有過的誹謗，作出過去時代和世紀從未有人做過的惡

行。他們拒絕上帝的恩惠及其證據，並且否定上帝的見證

及其徵象。他們已經走上迷途，而且使其民眾也陷入歧

路，但迄今都未察覺。他們崇拜虛妄臆想，卻不自知。他

們聽從無謂幻念，忽視上帝，仍不知曉。他們拋卻至大聖

洋，奔向池塘，卻不覺察。他們追隨自己的無謂幻念，背

離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自立者。 

曰：以上帝的公義為誓！賦有力量和威權的最憐憫者已經

降臨。宗教的根基因祂的威力而顫抖，宣說之夜鶯在真悟

的至高枝頭上鳴囀。確然，隱藏於上帝的知識中的祂，並

在神聖經文中提及的祂，已經顯現。曰：這是西奈山上的

曉諭者登上天啟之寶座，人們站在萬千世界之主面前的日

子。在這個日子裡，大地道出它的喜訊，亮出它的瑰寶；

海洋獻出它們的珍珠，極界聖樹展示自己的果實；聖陽發

出其燦爛光輝，諸月傾灑其明光，諸天顯出其星辰，那神

聖時刻顯出其徵象，那復活者顯示其可怕威嚴；諸筆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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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灑，諸靈出示奧秘。承認祂並達於其尊前的人，有福

了；否認和背離祂的人，有難臨頭了。我祈願上帝扶助祂

的僕人復歸於祂。確然，祂是原諒者、寬恕者、仁慈者。 

面向至高境界，並從慷慨之手暢飲我封印美酒的人啊！你

們要知道“無誤性”這個術語的多重意義和各種狀態。在

某種意義上，它適用於上帝已使其免於謬誤的唯一者。同

樣，它也適用於每一個靈魂——上帝已使其免於罪惡、過

錯、反叛、不忠不信等。然而，至大無誤性則僅限於那位

凌駕於任何規條和禁令，以及脫離謬誤和疏失的唯一者。

祂就是沒有黑暗相隨的聖光，不會被謬誤替代的真理。如

果祂聲稱水是酒，或以天為地，或以光為火，那麼祂說出

的都是真理且毋庸置疑；任何人都無權質疑祂的權威或究

根問底。誰若提出異議，就會在上帝——那萬千世界之

主——的聖書裡被歸為剛愎自用者。“確然，祂的作為不

容質詢，而其他人的作為卻要被質詢。” 祂來自不可見

之天堂，高舉“祂因其所意而所為”之旗，陪伴以力量與

威權之軍，而除祂之外，人人皆有義務嚴格遵守律法和規

條所吩咐的一切，任何人若有絲毫偏離，都會前功盡棄。 

你要深思和銘記穆罕默德顯現的時刻。祂說過——祂的話

就是真理：“朝覲天房即是服事上帝。” 恪守每日祈

禱、齋戒及閃耀在上帝——那世界之主和世上各族各民的

真正導師——的聖書之地平線上的律法，也是這樣。人人

有義務服從上帝所命定的一切；任何否認祂的人，都不相

信上帝，不相信祂的經文、祂的使者和祂的經典。假如祂

將正確說成謬誤，將否認說成相信，祂說的都是上帝所吩

咐的真理。這是一種境界，其中既不存在亦不提及罪惡或

罪過。你要考慮這蒙福的神啟經文，它責成每一個人到天

房朝覲。它還交代在祂之後賦有權威的那些人，要遵行聖

書裡對他們的任何規定。沒有人被賦予偏離上帝律法和規

條的權利。凡背離者在上帝——那大能寶座之主——的聖

書裡被歸入冒犯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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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上帝聖道破曉之地的人啊！你要確知，上帝的意志並

不受制於人的標準，上帝不走常人之路。反倒每個人都要

堅定地追隨上帝的正道。假如祂指右為左，指南為北，祂

說的都是真理，不存在疑義。確然，祂的作為值得讚美，

祂的諭令應被遵循。祂做決斷不用參謀，祂統御萬物無需

幫手。祂因其所意而所為，因其所願而命定。此外，你們

還要明白，除祂之外的一切都是藉祂臨在的言詞力量而被

創生的，若無祂的吩咐或許可，一切便既無運動又無靜

止。 

飛翔在愛與友誼天宇，並凝視你的主——那創造之王——

聖容之人啊！你要對上帝感恩，因為祂為你闡明了隱秘和

珍藏於祂知識裡的事物，以使人人都能意識到，在祂至高

無誤之域，祂既無需夥伴亦無需顧問。祂確實是神聖戒律

和誡命的啟端、知識和智慧的源泉，除祂之外的一切都只

是祂的臣民，都由祂統御，所以祂是至高統治者、命定

者、全知者、全曉者。 

至於你自己，每當你因啟示經文之生命氣息而狂喜，因你

主——復活日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的恩惠之手賦予的生

命純水而沉醉時，你要高聲說：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感謝祢，是祢指引我走向祢，

引導我到達至祢的界域，為我指明了祢的聖道，向我啟示

了祢的見證，使我能夠面向祢；而祢僕人中的眾多博學之

士和神職人員，連同他們的追隨者，在沒有來自於祢的絲

毫證明和證據的情況下，統統背離了祢。萬名之主啊，祝

福歸於祢；諸天的創造者啊，榮耀歸於祢，因為藉祢聖

名——自立自足者——之力，祢恩賜我暢飲祢封印之美

酒，並使我親近祢，得以認知祢宣說之啟端、祢徵象之顯

示、祢律法和誡命之源泉，以及祢智慧和饋贈之源頭。天

佑此地，因為祢的腳步使其變得高貴，祢最高統權的寶座

在這裡建立，祢衣袍的馨香在這裡飄散。藉由祢的榮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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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嚴，藉由祢的大能和力量，除了注視祢的圣美之外，我

不希望我的目光另有所視；除了傾聽祢的召喚和經文，我

不再聆聽其他的一切。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不要阻止這些眼睛注視祢為其

創造的一切，不要阻止這些面容朝向祢的地平線，或在祢

威嚴的門口表示敬意，或在祢聖座前出現，或在祢恩惠之

陽的光華前鞠躬。 

主啊，我的心與靈、我的肢體、我的內外之舌皆見證祢的

一體、祢的獨一，見證祢是上帝，除祢之外別無上帝。祢

造生人類是為了讓他們認知祢，服事祢的聖道，以使他們

的地位在祢的大地上得到提高，並藉由祢在祢的經書、聖

書和書簡中的啟示，使他們的靈魂得以昇華。但是，當祢

一彰顯自己，展露祢的徵象，他們就背離祢，否定祢，拒

絕祢以威權之力在他們眼前所揭示的一切。他們起而加害

於祢，熄滅祢的光輝，撲滅祢燃燒的灌木叢的熊熊火焰。

他們的邪惡如此日甚一日，竟至密謀流祢之血，冒犯祢的

尊榮。經祢慈愛之手養育，並且受祢保護而免遭祢造物中

的叛亂者加害、免遭祢僕人中的剛愎者傷害之人，以及祢

曾賦予其在祢聖座前擔當書寫神聖經文使命的人，同樣有

類似惡行。 

嗚呼！嗚呼！他在祢的日子裡所犯罪惡達到如此程度，竟

至違反祢的聖約和遺囑，拒絕祢的聖典，並起而反叛，所

犯罪惡足令祢天國之民哀嘆。後來，他一發現自己的希望

破滅，察覺徹底失敗的氣味，便立即提高嗓門發話，致使

親近祢的揀選者以及榮耀之閣的居民困惑無措。 

我的上帝啊，祢看到我像一條魚兒般在塵埃里痛苦翻滾。

萬民求助的祢啊，握有操控一切男男女女之權力的韁繩的

祢，拯救我，憐憫我吧。每當我深思自己的嚴重不足和重

大過失，失望就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每當我停下來，深

思祢慷慨之洋、祢恩典之天與祢溫柔憐憫之陽，我就嗅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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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四面八方的希望之芳香，彷彿每個造物都給了我喜樂

佳音：祢仁慈之天的祥雲將會把甘霖傾灑於我。藉由祢的

威力，祢成了真誠者的支柱，得以親近祢之人的眾望所

歸！祢豐沛的恩惠和福佑，以及祢的恩典與慈愛的啟示，

真正使我變得勇敢無畏。否則，完全的虛無怎能讚美那憑

一句話就完成創世者的聖名？生命轉瞬即逝的造物怎能頌

揚祂？祂已證明，任何描述都對祂難以盡言，任何讚美都

不足以歌頌祂的榮耀。開天闢地以來，祂就無限超越其造

物的理解力，超越其僕人的想像力。 

主啊！祢看到了祢面前的這位無生命之軀。借祢的慷慨和

仁慈恩寵，不要讓他無緣暢飲不朽生命之杯。祢看到這位

站在祢御座前的痛苦之人，不要讓他離開祢醫治之洋。我

祈求祢，無論何時，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使我能夠念記

祢，讚美祢的聖名，服務於祢的聖道。雖然我十分明白，

來自祢僕人的一切都難以超越其靈魂的局限，不適於祢這

君尊，也不配於祢榮耀和威嚴之聖庭。 

願祢的威權作我的見證！假如不是為了讚美祢，我的口舌

就對我毫無用處；假如不是為了效命於祢，我的存在對我

絲毫無益。若不為目睹祢榮耀聖域的光輝，我為何要保有

視力？若不為聆聽祢最甜美的聲音，聽覺又有何用？ 

嗚呼！嗚呼！我的上帝啊，我的支柱，我心之渴望啊！祢

是否為我命定了那令我的雙眼為之愉悅、胸懷為之歡暢、

心田為之欣喜的事物？萬國的永恆之王和至高無上的主宰

啊，祢不可改變的諭令是否要禁止我出現在祢御座前？我

以祢的榮耀和威嚴、祢的統權和力量為誓，與祢遠離之憂

鬱已經將我摧毀。每顆悟覺之心的眾望所歸啊！祢臨近的

光芒何在？同祢分離的煎熬苦惱使我精疲力竭。完全獻身

於祢之人的備受鍾愛者啊，哪裡有與祢重聚的燦爛光輝？ 

我的上帝啊，那些人否認祢的真理，違反祢的聖約，挑剔

祢的徵象，拒絕祢惠贈的福佑，懷疑祢垂賜的經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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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祢已應驗的見證，祢看看這些人在祢聖道上給我施加

了怎樣的苦難。 

主啊！我的舌之舌、心之心、靈之靈，以及我的外部與內

部之存在都見證祢的同一與獨一、祢的力量與全能、祢的

宏偉與主權，見證祢的榮耀、崇高與權威。我見證祢是上

帝，除祢之外別無上帝。自古以來祢就是隱藏於人的眼目

和心智之外的寶藏，而且將繼續保持至永遠永遠。塵世的

列強永遠不能阻撓祢，萬國的威力也嚇不倒祢。祢是唯一

者，在祢僕人面前開啟了知識大門，以使他們認知祂——

祢天啟之陽，祢徵象之破曉地，祢顯示之天堂，祢神圣美

尊之聖陽。在祢的神聖經書、祢的神聖經典、祢的神聖經

卷裡，祢向世界各國人民允諾：祢將彰顯自己，並移去遮

擋祢面容之榮耀的紗幕，正如祢曾以自己的語言向祢聖友

所宣示的那樣——藉由祂，天啟之陽在漢誌之天宇璀璨明

亮，神聖真理破曉之光在萬民中熠熠生輝——並宣告：

“這個日子人類都將站在眾世界的主跟前。” 在穆罕默

德之前，祢確曾將這喜訊給予了那位同祢交談者，並且

說，“把祢的族人引導到光明，並提醒上帝的日子。” 

此外，祢曾向聖靈，向無論遙遠的還是較近的過去，祢的

先知和使者們宣布了這個真理。假如祢為了讚頌這至大念

記、這至偉宣告所降賜的一切，都從至威聖筆的泉源湧流

出來，那麼知識與理解之城的居民就會驚愕萬分，除了那

些祢通過威權之力而拯救，以及祢出於慷慨恩寵而保護的

人之外。我見證，祢的確應驗了祢的誓言，並且彰顯了祢

的先知、祢的揀選者和服務者所預言將降臨的那唯一者。

祂來自榮耀和威權之天，高舉祢徵象和祢見證之旗幟。憑

祢不可征服的威權和力量，祂站在所有人面前，以如此方

式呼召全人類走向超絕榮耀的巔峰和至高境界，不論神職

人員的壓迫，還是統治者的打擊，都不能阻止祂。祂以頑

強的決心而奮起，放聲高呼：“普施者已駕祥雲而降臨。

塵世之民啊，滿面榮光，心曠神怡地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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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的福分何其大矣！因為他到達了祢尊前，暢飲了祢慷

慨之手所提供的重聚美酒，嗅聞了祢徵象的芳香，放聲讚

頌祢，翱翔於祢的諸天，入迷於祢甜美的聲音，准入了至

尊樂園，獲得了祢威嚴寶座前的啟示和願景之地位。 

藉由祢的至大無誤性，祢選擇它作為祢天啟之啟端；藉由

祢的至高聖言，祢的確憑其力量完成了創世並彰顯了祢的

聖道；再藉此聖名，它曾令其他名號大聲呻吟，令聖賢們

手足戰栗，我祈求祢使我除祢之外超脫一切，除了符合祢

神意喜悅外，我別無作為；除了聽從祢的諭令外，我不置

一詞；除了讚美和歌頌祢的話外，我充耳不聞。 

上帝啊，我讚美祢的聖名；我的眾望所歸啊，我對祢感恩

戴德，因為當祢的僕人和子民背離祢之時，祢使我認清了

祢的聖道，祢在我眼前展現了祢的至大宣告，且扶助我面

向祢天啟之黎明和祢聖道之源泉。永恆王國之主啊，憑祢

榮耀聖筆的尖厲之音，憑青翠聖樹上大聲呼喊的熊熊火

焰，憑祢為巴哈之民特選的方舟，我懇求祢：恩准我愛戴

祢而矢志不渝，為祢在聖書裡給我的囑咐而喜悅，堅定不

移地服事祢和祢所鍾愛的人。我的上帝啊，還要請祢仁慈

地佑助祢的僕人從事那有助於提升祢聖道之事，使他們能

夠尊奉祢在聖書裡所啟示的一切。 

確然，祢是力量之主宰，祢有能力命定任何意欲之事，並

且掌控著萬物之韁繩。除祢之外別無上帝，祢是全知者、

全智者。 

賈利勒啊！我在祢眼前展示了大海及其波浪，太陽及其光

輝，諸天及其星辰，貝殼及其珍珠。你要因這無比慷慨和

澤被天下的巨大恩惠而感激上帝。 

朝向我聖容之光輝的人啊！朦朧幻念已經籠罩了塵世居

民，阻止他們轉向確信之地平線及其光亮、顯現和光輝。

虛妄臆想抑制他們不得轉向那自存者。他們信口開河，卻

不自知。他們之中有人問：“經文已降賜了嗎？”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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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諸天之主為證！”“那個時刻到了嗎？”“是

的，早已來臨，那明確表徵之啟示者為證！確然，那必然

者已經來臨，而且唯一真神帶著證據和證明已顯現。平原

已顯露，人類極為困惑和恐懼。地震頻發，族群悲泣，因

為它們畏懼上帝——那力量的主宰者、驅策一切者。”

曰：“震耳的號角已吹響，這是上帝——那唯一者、無拘

無束者——的日子。”他們問：“大災難來了嗎？”答

曰：“是的，萬王之王為證！”“復活日到來了嗎？”

“當然，早已到來；自存者及其徵象的王國已經顯現。你

看見世人倒下了嗎？”“是的，以我主——那至高者、無

上榮耀者——為證！”“樹樁已被連根拔起了嗎？”“是

的，早已拔起，眾山已化為塵埃；以眾多屬性之主的祂為

證！”他們問：“天堂在哪裡？地獄 何處？”答曰：“天

堂是與我團聚之處；地獄則是你自己，你們這些為上帝舉

伴、懷疑上帝的人啊！”他們說：“我們沒有看到那神聖

天平。”答曰：“確實如此，我以主——那仁慈的上帝—

—為證！除了賦有洞見者外，無人能看見它。”他們問：

“星辰隕落了？”答曰：“是的，當自存者居於奧秘之

地 時。明悟之士啊，你們要留意！”當我從威嚴和力量之

胸懷伸出威權之手，一切徵象就已顯露。確然，當應許的

時刻到來時，神聖呼喊者大聲呼叫；那些認出西奈山之光

華的人們，在你的主——那創造之主——令人敬畏的威嚴

面前，在猶豫之荒野昏厥。那號角問道：“聖號可曾吹

響？”答曰：“是的，天啟之王為證！在祂登上祂的聖名

寶座——那最憐憫者——之時。”黑暗已被你主——那萬

光之源——的仁慈晨曦驅走。最憐憫者的微風吹拂，靈魂

從肉體之墳復活。於是，上帝——那大能者、施善者——

完成了諭令。拒絕真理的人問：“諸天曾何時崩裂？”答

曰：“在你躺在剛愎和謬誤的墓中之時。”不忠者之中有

人揉擦眼睛，左顧右盼。曰：“爾等是瞎子，無處可

逃。”他們之中有人問：“人們被聚攏起來了嗎？”答

曰：“是的，我主為證！在你躺在無謂幻念搖籃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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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中還有人問：“聖書借真信仰之力被降賜了嗎？”

答曰：“真信仰本身被震撼了。懷有明悟之心的人啊，你

們要心懷敬畏！”他們之中還有人問：“我也被混同於那

些瞎子們嗎？”答曰：“是的，以那駕著祥雲的祂為

證！”天堂飾以神秘的玫瑰，地獄燃燒著不敬者之火光。

曰：“天啟地平線上放射著光芒，在聖約日之主來臨時，

整個大地都被照亮！”懷疑者已經消亡，而受確信之光導

引轉向篤信之黎明的人，則興旺了。天佑你這凝目於我的

人，因為本書簡就是降賜於你的，這書簡使人的靈魂飛

升。你要牢記它，吟誦它。以我的生命為誓！它是通往你

主的仁慈之門戶。夜晚和黎明時分吟誦它的人，必蒙福

佑。確然，我聽到了你對這聖道的讚美，知識之山因此而

崩塌，人們失足而下滑。我的榮耀降臨於你以及任何轉向

萬能者、普施者的人。此書簡即將結束，但仍言猶未盡。

要有耐心，因為你主是有耐心的。。曰：“天啟地平線上

放射著光芒，在聖約日之主來臨時，整個大地都被照

亮！”懷疑者已經消亡，而受確信之光導引轉向篤信之黎

明的人，則興旺了。天佑你這凝目於我的人，因為本書簡

就是降賜於你的，這書簡使人的靈魂飛升。你要牢記它，

吟誦它。以我的生命為誓！它是通往你主的仁慈之門戶。

夜晚和黎明時分吟誦它的人，必蒙福佑。確然，我聽到了

你對這聖道的讚美，知識之山因此而崩塌，人們失足而下

滑。我的榮耀降臨於你以及任何轉向萬能者、普施者的

人。此書簡即將結束，但仍言猶未盡。要有耐心，因為你

主是有耐心的。。曰：“天啟地平線上放射著光芒，在聖

約日之主來臨時，整個大地都被照亮！”懷疑者已經消

亡，而受確信之光導引轉向篤信之黎明的人，則興旺了。

天佑你這凝目於我的人，因為本書簡就是降賜於你的，這

書簡使人的靈魂飛升。你要牢記它，吟誦它。以我的生命

為誓！它是通往你主的仁慈之門戶。夜晚和黎明時分吟誦

它的人，必蒙福佑。確然，我聽到了你對這聖道的讚美，

知識之山因此而崩塌，人們失足而下滑。我的榮耀降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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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及任何轉向萬能者、普施者的人。此書簡即將結束，

但仍言猶未盡。要有耐心，因為你主是有耐心的。 

這就是我以前降賜的經文，我已經將它們降示於你，這

樣，當賦有力量和威權的上帝降臨到他們中間時，你就能

了解他們的謊言。無謂幻念的根基已經動搖，虛妄臆想之

天已經破裂，但人們依然在懷疑，與祂爭辯。在祂帶著祂

徵象之王國從威權之天降臨後，他們卻拒絕上帝的證據和

見證。他們丟棄了一切規定，並違背聖書中的禁令而作

惡。他們拋棄了自己的上帝，而迷戀於自己的慾望。他們

確實已經迷失方向，走入歧路。他們讀過經文，但卻拒絕

相信。他們看到明顯表徵，卻轉身走開。他們確然已經迷

失於荒唐的疑雲中。 

我已告誡我的鍾愛者要敬畏上帝，此乃一切善行和美德之

源泉。這是巴哈之城正義之師的統領。進入其光輝旗幟之

庇蔭下，並緊緊恪守的人，必蒙福佑。確然，祂是殷紅方

舟的伙伴，這在《蓋尤穆勒-艾斯瑪》中已有提及。 

曰：上帝之民啊！讓你們的軀體飾以誠信和虔敬。然後，

以善良行為和可嘉品格之軍輔助你們的主。我在我的聖

書、經文、經捲和書簡裡禁止你們發生爭執和衝突，藉此

希望你們除自身的提高和進步以外，別無他求。諸天及其

星辰，太陽及其光輝，樹木及其葉子，大海及其波浪，大

地及其寶藏都對此作證。我祈願上帝扶助其鍾愛者，既然

他們與這神聖、強大和不尋常地位相稱，就予以援助。此

外，我懇求祂仁慈地增援我身旁的人，使他們能夠遵奉我

榮耀聖筆的吩咐。 

賈利勒啊！我的榮耀和慈愛天恩降賜於你。確然，我曾吩

咐人們做合適且相宜之事，可他們的所為卻令我心及我筆

哀慟不已。你要傾耳靜聽我聖意之天和我極樂之域降賜於

你的一切。我既不為自己的囚禁，也不為敵手施加於我的

痛苦而悲傷。不，令我傷痛的倒是那些宣稱與我相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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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事卻加劇我的哀慟之聲、令我傷心落淚之人。我曾在

各種書簡裡殷切地規勸他們，並懇求上帝仁慈地扶助他

們，使他們親近祂，確信能給他們心靈帶來平和、給靈魂

帶來安寧的事，而不做任何與祂的日子不相宜的事。 

曰：在我國度裡的各位鍾愛者啊！為了上帝，你們要傾聽

祂對你們的規勸。祂確實造生了你們，祂在你們眼前啟示

以此能夠提升你們、促進你們的利益。祂向你們公佈了祂

的正道，讓你們認識了祂的至大宣告。 

賈利勒啊！要告誡人們敬畏上帝。我對上帝發誓！這敬畏

是你主軍中的統帥。祂的天兵就是可嘉品格和良好行為。

對上帝的敬畏開啟了世世代代人們的心靈之城，統權和凱

旋的大旗高高凌駕於所有旗幟之上。 

我現在要給你談談誠信以及它在你的主上帝、那偉大寶座

之主眼中的地位。有一天，我前去我的綠島。到達那兒

時，我看見溪水潺潺，樹木茂盛，陽光閃爍其間。我將臉

轉向右邊，看見一幅難以筆述的景象——人類之主的眼睛

在那最神聖、最壯麗、最蒙福和最崇高的地方所目睹的一

切也遠非筆墨所能羅列。然後，我轉向左邊，目光停留在

至高樂園的一位仙女身上，她站在光柱上面，大聲呼喊：

'天上與人間的居民啊！你們須看到我的美質、我的容

光、我的啟示和我的光輝。以那真正的唯一者上帝為誓！

我就是其誠信、其啟示及其美質。無論何人，只要矢志忠

於我，承認我的地位和身份，緊緊抓住我的衣袍，我都將

給予酬報。我是巴哈之民的至偉美飾，是受造物王國中所

有人的榮耀服裝。我是世界繁榮的至高手段，也是芸芸眾

生的信心所在。'我已為你們降賜了這些諭令，它們將吸

引人類親近創造之主。 

至高聖筆從雄辯的語言轉向燦爛之語言，這樣，賈利勒

啊，你或許就能領會你主——那無與倫比者——的溫柔慈

悲，躋身於真正感恩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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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視最榮耀之地平線的人啊！呼召已經發出，但傾聽之耳

卻屈指可數，不，根本就不存在。本蒙冤者發現自己被蛇

吞在口中，但祂對上帝的鍾愛者卻念念不忘。在這些日子

裡，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嚴酷，連至高眾靈都為之哀慟落

淚。無論塵世之災難抑或眾國施加的傷害，都不能阻止

祂——那永恆之王——發出召喚，或令祂的目的受挫。當

多年來隱藏於幕後的那些人察覺到聖道之天宇光輝燦爛，

聖言傳遍各地，他們便立即蜂擁而出，舉起惡意之劍施加

傷害，其傷害竟至筆墨難以描繪，口舌不可盡述。 

秉持公正裁斷之心的人們見證，在聖道的早期，本蒙冤者

未曾躲避，祂光明正大地出現於君王和平民、統治者和神

職人員面前，大聲呼籲所有人行走正道。祂除了自己的聖

筆外沒有幫手，除了祂自己外別無救援。 

對上帝聖道之鼓舞性宗旨，有些人無知無識，疏忽怠慢，

他們背叛了祂。上帝在其聖書和書簡裡提到這種人預示著

罪惡，祂曾警告祂的子民提防他們的影響、喧鬧和欺騙。

這樣的人必蒙福佑：他們面對永恆念記之主，完全忘卻了

世人，視世人為虛無；他們緊握上帝的牢固之手，既不心

存疑慮也不阿諛逢迎，沒有任何刀劍或大砲可以讓他們屈

服，或者阻止他們面見祂。堅定的人，有福了；堅守祂信

仰的人，有福了。 

為了回答你的詢問，榮耀聖筆仁慈地描述了至大無誤性的

地位和層級。其目的在於讓所有人都確知，諸先知的封

印——願除祂之外其他一切靈魂都作祂的獻祭——其地位

無與倫比、無可比擬、無人與伴。聖人們——願上帝的福

佑降臨於他們——皆藉由祂的聖言之力而被造生，在祂之

後，他們是民眾中最博學和最卓越之人，處於最高的服役

地位。無可匹敵的神聖本質確立於先知身上；無可比擬的

上帝之內在實在彰顯於祂身上。這是真正同一和真正獨一

性之地位。先前天啟的追隨者沒有完全理解這個地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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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點——願除祂之外其他一切靈魂都作祂的獻祭——說

過：“假如先知的封印沒有說過'繼承者'這個詞，那麼這

個地位就不會被創造出來。” 

從前的人們給上帝舉伴，儘管他們聲稱相信上帝的同一

性，儘管他們在人類之中最為無知，但卻自認為成就斐

然。然而，在這審判之日，作為對那些疏失者進行天譴的

一種表徵，他們的錯誤信念和追求，在每一位洞察和明悟

之士的眼裡，已經變得昭然若揭。 

你要祈求上帝——那唯一真神，祂或許會仁慈地保護這天

啟的追隨者，讓他們遠離前人信仰中的無謂幻念和腐朽臆

想，別使他們失去真正獨一性之陽的燦爛光輝。 

賈利勒啊！被世人錯待的祂而今宣告：正義之光變得晦

暗，公正之陽被遮蓋了。強盜竊據了保護和護衛之位，忠

誠之士之位被叛徒僭取。一年前，有位壓迫者統治該城，

一次次地帶來禍患。以主的公義為證！他使人感到恐慌。

但對榮耀聖筆來說，塵世暴政過去或將來都難以形成障

礙。出於我豐沛的恩典和慈愛，我特地為塵世統治者和大

臣們啟示了有助於安全與保護、安寧與和平之語，藉此，

或許人類之子能得安全，不受壓迫之禍。確然，祂是保護

者、佑助者、勝利的賜予者。正義院的每一位成員都應日

夜凝目，關注至尊聖筆為教化人民、建立國家、保護人類

和捍衛其榮譽而發出的光芒。 

第一伊什拉格（Ishráq，光輝） 

當智慧之陽在上帝神聖天啟之地平線升起時，祂發出這至

為榮耀的宣說：那些擁有財富、被賦予權威和權力之人，

一定對宗教懷有最深切的敬意。實際上，宗教是一盞光芒

四射的燈，是世人保障和福祉的堅固堡壘，因為敬畏上帝

使人堅守善行而遠避罪惡。一旦宗教之燈變得晦暗，混亂

與困惑便繼之而來；公平與正義、安寧與和平之燈光就不

再閃耀。每一位真悟之人都會見證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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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伊什拉格 

我已經命諭全體人類建立至大和平——這是保護人類的最

可靠方式。塵世君主們應當一致堅守此命諭，因為這是保

障各國各民之安全和福祉的至高手段。確然，群王們是上

帝權能的顯現及其權威的啟端。我祈求萬能者仁慈扶助。

讓他們做利於其臣民之事。關於此事，榮耀聖筆從前已有

詳細解釋；將其付諸行動者，必蒙福佑。 

第三伊什拉格 

人人都應奉行上帝的神聖誡命，因為它們是賦予世人生命

的源泉。神聖智慧之天由磋商和憐憫這兩顆光體照亮，世

界秩序之天篷由獎賞和懲罰這兩大柱石所支撐。 

第四伊什拉格 

在本啟示時代，能為它贏得勝利之眾軍是可嘉的行為和正

直的品格。這些眾軍之領袖和統帥始終敬畏上帝，這敬畏

覆蓋一切，統御萬物。 

第五伊什拉格 

政府應徹底了解其管轄的臣民的境況，依其功過授予相稱

的地位。責成每一位統治者和君主要極為謹慎地考慮這個

問題，以使背叛者不能篡奪忠信者的地位，掠奪者不得取

代可信者的統治。過去管理這至大監獄的官員中，有些

人——讚美歸於上帝——賦有正義，至於其他人，我只能

尋求上帝的庇護。我乞求唯一真神指導他們所有人，他們

或許不會失卻信仰和誠信之果，不會無緣享有公平與正義

之光。 

第六伊什拉格 

人類之子要團結和諧。自古以來，團結之燈就以其聖光照

耀世人，而促進這種團結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世界各族人

民要懂得彼此的文字和語言。在以前的書簡中，我就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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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正義院的受託人在現存語言中選擇一種，或者採用一種

新的語言，同樣要挑選一種共同的書寫系統，二者都應在

世界的所有學校中教授。這樣，地球就會被視為一國一

家。知識之樹的最榮耀果實就是這一崇高話語：你們都是

一樹之果，一枝之葉。愛自己的國家不值得驕傲，愛人類

才值得榮耀。我從前就此啟示過世界重建和各民族團結的

途徑。達此境界者，有福了。將此付諸行動的人，蒙福

了。 

第七伊什拉格 

榮耀聖筆忠告所有人關注對兒童的指導和教育。且看上帝

的聖意在我進入獄城時的啟示，以及在《至聖經書》 裡

的記錄。每位父親都被命諭要教導自己的兒女學會閱讀和

寫作，以及神聖書簡所提到的方方面面。倘若他對此命諭

置之不理，如果他很富有，信託人則要向他索取其子女教

育之所需；若他貧窮，正義院則負責其子女教育之所需。

確然，我將它變成了貧苦和窮困之人的庇護所。養育自己

或他人的兒子，就好比撫養我的兒子一樣；我那遍及世界

的榮耀、慈愛和仁恩降賜於它。 

第八伊什拉格 

本段文字由榮耀之筆所寫，可當作《至聖經書》之一部

分：上帝的正義院的男士們被委以管理人類事務之責任。

確然，這些人是上帝在其僕人中的信託者，是祂列國的權

威之源。 

上帝的子民啊！教化世界者乃正義，因為它由獎賞與懲罰

這兩大支柱支撐。此兩大支柱乃是世界生命之源。每日皆

有新問題，而任一問題皆有適宜的解決辦法，故而，此類

事務理當交呈正義院，其成員可應時情之需而為。他們為

上帝而挺身伺服其聖道，會得到源自無形王國的神靈啟

示。所有人皆須服從他們。凡社稷之事務，皆須交由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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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處理，然而，崇拜之行為，仍須遵循上帝在其經書裡所

作的諭示。 

巴哈之民啊！你們是上帝之愛的破曉之地，是祂愛之啟

端。不要因詛咒和辱罵任何靈魂而玷污你們的唇舌，並且

非禮勿視。要向外傳遞自己所知的一切。假如他人欣然接

受，你們的目的便已達到；假如不是如此，抗議也是徒

勞。讓那個靈魂自行其是吧，你們只管轉向上帝——那保

護者、自存者。莫做不幸之根源，更不要引起不和與衝

突。衷心希望你們，在祂溫柔慈悲之樹的庇蔭下獲得真正

的教化，以上帝的要求行事。你們都是一樹之葉，一洋之

水。 

第九伊什拉格 

上帝聖意之天啟示了宗教的目的，這目的乃是在世界各民

族中建立團結與和諧；不要使宗教成為爭吵和衝突之源。

上帝的宗教及其神聖律法是使人類團結之光破曉而出的最

有效工具和最可靠手段。世界之進步、各國之發展、各民

族之安寧及世間所有居民之和平，皆為上帝之原則與法

令。宗教賜予人類最珍貴的禮物，提供繁榮興旺之杯，賦

予永恆生命，傾灑不朽的恩惠。塵世的首領和統治者，特

別是上帝正義院的信託人，都要竭盡全力維護宗教的地

位，促進其利益，提高其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同樣，他們

應當調查臣民之狀況，熟悉自己領域內各種社團的事務與

活動。我呼籲上帝威權的顯示者——那世上的君主和統治

者——發奮努力，以期消除這世界的不和，以和諧之光照

亮它。 

每個人都要堅守和遵循我至尊聖筆湧流出的啟示。唯一真

神上帝為我作證，現存的每個原子都見證：我已明確提出

世人獲得提升、進步、教育、保護和重生的方法，我的榮

耀聖筆已在我的聖書和書簡裡將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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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祈願上帝仁慈地佑助祂的僕人。本蒙冤者的確期望每個

人都正義和公正。不要讓人只滿足於聆聽；大家應當深思

本蒙冤者所啟示的一切。我以高照於最憐憫者王國地平線

上的宣說之陽為誓！倘若有任何解釋者或解說者，我也就

不會成為他人責難、嘲笑和誹謗的對象。 

我一到伊拉克，就發現上帝聖道遭到極端漠視，神聖啟示

的拂面清風已停歇。多數信徒茫然消沉；不，簡直是迷失

了。所以，第二次號角才會響起，輝煌之舌發出這些福佑

之語：“我再次吹響了號角。”於是，藉由神聖啟示和神

靈感應之生命氣息，整個世界都被復甦。 

某些靈魂現已在幕後蠢蠢欲動，試圖謀害本蒙冤者。他們

阻止和拒絕這無價恩惠的噴湧。 

你們要公正判斷啊！假如這聖道遭到否認，那麼這世上還

有什麼事業被證明正確或被認為值得接受？ 

諸如背離上帝聖道的那些人正在竭力蒐集這天啟聖作，而

且假意示好，設法從擁有這些聖作者那裡弄到一些。再

者，當他們遇到某宗教的信徒時，便偽裝成此宗教的追隨

者。曰：你們憤恨而死吧！確然，祂帶著如此權威出現，

以至沒有任何一位富有眼力、聽力、洞見、正義或公平感

的人能夠否認祂。在這輝煌時刻，亙古常在者的聖筆為此

作證。 

賈利勒啊！我的榮耀降賜於你。我忠告上帝的鍾愛者們善

行善為，這樣，他們能得到仁慈佑助，恪守祂啟示之天降

賜的諭令。來自這神聖宣說的恩典將降臨於遵循其誡命之

人。我祈願上帝使他們從事祂喜歡和悅納之事，恩准他們

公正處事，在這驅策一切的聖道裡恪守正義，並使他們熟

識祂的聖作，指引他們踏上正道。 

我尊貴的先驅者——願除祂之外的一切生命做祂的獻祭—

—啟示了某些律法。然而，在祂天啟之王國，這些律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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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於我的認可，因此，本蒙冤者在《亞格達斯經》里以不

同話語使某些律法具體化，使之生效。其他律法則擱置一

旁。祂手握權柄，祂因其所意而為，因其所願而命定。祂

是全能者、普世讚美者。祂還啟示了新的規條。獲得者，

有福了。遵奉祂訓諭者，必蒙福佑。 

上帝的子民應當盡心竭力，這樣，鬱積在各族各民胸中的

仇恨與惡意之火，或許會藉宣說之活水和祂——那世界之

渴望——的勸勉而熄滅，人類存在之樹就可能掛滿美妙佳

果。祂的確是告誡者、慈悲者、普施者。 

巴哈之民啊！願祂閃耀在慷慨地平線上的榮耀光輝降臨於

你們，降臨於立場堅定不移的每個人，降臨於深深紮根信

仰並賦有真悟的那些人。 

關於你提出的金銀的利息及利潤問題：下文是多年前為那

位擁有上帝名號之人，即扎因-穆加拉賓[親近者之飾

品] ——願無上榮耀者的榮耀降於他——而啟示的。祂—

—讚美歸於祂的聖言——說道：很多人有此需求。若無望

獲得利息，人類事務就會崩潰或陷於混亂。人們很少能發

現這樣的人：他如此關心自己的伙伴、同胞或兄弟，如此

親切地關照他，如此好意地以優惠的條件貸款給他。所

以，為了對人們示以仁愛，我規定利息的處理應像現行人

類其他商業交易那樣。因此，既然這一明晰的誡命源自上

帝聖意之天，收取利息就是合法和適宜的，以使世人能本

著友好和睦和喜樂之心，讓自己一心一意地讚美全人類的

備受鍾愛者之聖名。確然，祂的命定是根據自己的選擇。

祂現在使利息變得合法，就像祂過去曾使其不合法那樣。

祂掌控著權威之王國。祂成全一切，命定一切。祂的確是

命定者、全知者。 

扎因-穆加拉賓啊！你要因此昭昭恩典而感激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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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許多神職人員奸佞狡詐，靠高利貸獲取的非法收入

為生。他們巧立名目貌似公平合法。他們褻瀆上帝的律法

和規條，冥頑不化。 

不過，這個問題需要適度和公平對待。作為智慧的表徵，

也是與人著想，我的榮耀聖筆停止了設定其限度。不過，

我忠告上帝的鍾愛者恪守公平與公正，其行事要使上帝之

友彼此仁慈與憐憫相待。上帝確是勸諭者、慈悲者、普施

者。上帝惠予所有人仁慈扶助，去恪守唯一真神上帝之聖

舌所發出的一切諭示。假如他們將我宣布的一切付諸實

施，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確實會藉其慷慨之天

給予他們雙倍的饋贈。確然，祂是慷慨者、寬恕者、慈悲

者。讚美歸於上帝——那至尊者、至偉者。 

然而，這些事項的實施都已委託給了正義院成員，這樣，

他們就能根據智慧和時代需要行事。 

我再次忠告所有信徒秉持正義和公平，展現博愛與滿足。

他們確是巴哈之民，確是殷紅方舟的伙伴。願來自上帝—

—那萬名之主、諸天創造者——的平安降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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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邁特書簡: 智慧書簡 

本書簡是寫給阿迦·穆罕默德的，此人是來自加因城的一

位著名信徒，稱號為納比勒-阿克巴爾。加因城還有一位

卓越的信徒，即穆拉·穆罕默德-阿里，人稱納比勒-加伊

尼。在字母賦值法中，穆罕默德與“納比勒”這兩個名字

具有相同的數值。 

此為普施者從宣說王國降賜的一封書簡。它確是賦予創造

界之居民的生命氣息。榮耀歸於萬千世界之主！本書簡念

記的是讚美主上帝聖名之人，在一封重要書簡中，他被稱

為納比勒。 

穆罕默德啊！傾聽自榮耀之境傳出的聲音吧，它從那高聳

於紮法蘭之地的天國聖樹上大聲呼喊：確然，除我之外別

無上帝——那無所不能者、大智者。誠然，你要猶如最憐

憫者的馨風，藉由你的主——那正義者、全曉者——的聖

名之力，吹拂存在界之樹木，撫育它們，讓其茁壯成長。

我希望你認識到：你將充當人們的提示者，使他們能拋棄

他們當下的俗事，從而面向上帝，那真誠者之主。 

如今，正義之臉蒙受塵污，不信之火熊熊燃燒，智慧之袍

慘遭撕裂，安寧與忠誠日漸消退，考驗與磨難日益嚴酷；

聖約被毀，關係斷絕；無人知曉如何識別光明與黑暗，如

何區分謬誤與指引。當此之時，我忠告人類： 

世人啊！拋棄一切邪惡而緊握善美之物吧。你們要努力成

為全人類的光輝楷模，成為人類之中上帝美德的真正提示

者。奮起服務我聖道之人必須展示我的智慧，竭盡全力消

除塵世的無知。在磋商中團結，在思想上一致。願每個清

晨比其前夕更美好，每個明天比其昨日更富饒。人的價值

在於服務與德行，而非炫耀財產與富有。要慎言，戒絕無

謂幻念與俗欲；要篤行，摒棄狡詐與猜疑。勿將你寶貴的

人生虛擲於邪惡與墮落之追求，亦勿專為一己之私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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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富足時須慷慨，貧困時須忍耐。逆境緊接成功，歡樂

跟隨悲痛。無論老幼貴賤，皆須謹防懶散與怠惰，奉行有

益於人類之事。要當心，勿在人們中播下不和之種子，或

在純潔明亮之心田種下懷疑之荊棘。 

主所鍾愛的你們啊！勿行玷污仁愛清泉及敗壞友誼芳香之

舉。以上帝的公義為證！你們被造生的目的是互相示以友

愛，而非邪惡與敵意。不要以愛己為榮，而應以愛同類為

榮。不要以愛國為驕傲，而應以愛全人類而自豪。你的眼

要貞潔，你的手要安分，你的舌要誠實，你的心要覺悟。

不要貶抑巴哈中博學者的地位，不要輕視你們中主持正義

者之身份。你們須信賴正義之軍，披掛智慧之盔甲，讓寬

恕、慈悲和令上帝眷顧者心靈為之欣悅的行為做你的裝

飾。 

以我的生命為誓！你的痛苦使我感到悲傷。不要把塵世之

子及其行為放在心上，要注目於上帝及其永存的國度。確

然，祂呼喚你念記那全人類愉悅的源泉。你要暢飲神聖天

啟之源——祂在這堅固的堡壘中提及你——奉上宣說之杯

的至福生命之水。你要竭盡全力，以雄辯和智慧，確立真

理之言，消除世上的信仰之謬。明亮地平線的神聖知識之

啟端如此指示你。 

奉我聖名而言說的人啊！你要細想人們及其在我的時日里

所做之事。我曾向一位統治者啟示了那折服世上萬民的話

語，要求他讓我與這個時代的博學者會面，以便我能向他

陳述關於上帝的見證、證據、榮耀和威嚴；我別無所圖，

只想以此弘揚至善。然而，他的舉動，卻使正義與公平之

城的居民們深感悲戚。因此，在我和他之間，就有了判

斷。確然，你的主是命定者、全曉者。正如你所見，當天

鳥的翅翼遭到無謂幻念與深仇之石猛擊，並且被投入以堅

硬的石頭築起的監獄，祂又怎能翱翔於神聖奧秘之天宇？

以上帝的公義為證！人確實犯了嚴重不義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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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你有關創造界起源的主張，由於人們的思想和意見分

歧，所以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各不相同。如果你斷言創造界

一直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你的斷言是真實的；如果你確認

與神聖經書中提到的相同概念，那無疑也是真的，因為那

是上帝那眾界之主啟示的。祂確實是隱秘的寶藏。這是一

種永遠無法描述甚至也無法言喻的境界。在“我的確希望

自己為人所知” 的境界裡，上帝原本存在，而祂的創造

物從無始之始起，就在祂的庇蔭下存在著，只是創造物存

在之前還有一個無先之先，創造物源於一個連所有博學之

士都難以領悟的起源。 

已經存在著的一切早已存在，但不是你現在所見的形式。

作用力與其受體相互作用而產生熱能，存在界便由此而

生。這二者相同而又相異。此乃至大宣告告訴你的有關此

輝煌結構的知識。諸如傳達賦能之力，或者接受其影響，

都是藉著上帝那不可抗拒之聖言而實現的。而上帝的聖言

是整個創造界之動因，除了祂的聖言外，其餘的一切都只

不過是祂的創造物及其影響而已。確然，你的主就是那闡

釋者、全智者。 

須知，上帝——祂的榮耀至為尊貴——的話語遠比所能感

知者更高超、更優越，因為它是神聖的，超乎任何物質或

其屬性。它不受已知元素的局限，凌駕所有基本及被確認

的物質之上。它的表達無須藉助任何音節或聲調；它不是

別的，正是統攝一切受造物的上帝之諭令。它支配存在

界，永無中止。它是浸潤萬物的上帝之恩澤，是萬恩之

源。它是超乎古往今來以至永遠之一切的存在。 

我不願詳述這個主題，因為不信者已經豎起耳朵對著我，

以便聽到能使他們苛責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給自足

者——的話語。由於他們難於理解來自聖光之源所闡明的

知識和智慧之奧秘，所以就群起抗議並大聲喧鬧。但實際

上，他們反對的只是自己所理解的東西，而非那位闡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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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的思想，也不是唯一真神——那不可見之物的知曉

者——所授予的真理。他們的異議皆源於其自身，我以你

的生命為誓，他們缺乏悟性。 

每個事件必有起因，每幢建築必有建造者。確然，上帝的

聖言是這偶然世界之前的起因——這個偶然世界被飾以亙

古常在者的榮光，但隨時都在更新和重生。上帝已經建起

了這一宏偉結構，祂的智慧無比尊貴。 

觀察這世界，默思一會兒。它向你展現了關於它自身的經

卷，揭示了你的主——那締造者、全知者——之筆端在其

中所銘刻的內容。你定會知曉其中之寓意，你得到如此明

晰之解釋，以至於可忽略其他任何雄辯之解說。 

曰：自然的實質乃是我的名號——造物者和創造者——之

體現。由於種種原因，我的名號的顯現形式有多種多樣，

而在這多樣形式中，明察之人可發現諸多徵象。自然是上

帝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在這個偶然世界並通過這個偶然

世界的表達。自然乃是那位命定者、全智者的天意表露。

如果有人斷言，自然就是顯示於存在界的上帝的意志，那

麼誰也不應質疑這種說法。自然賦有一種力量，其實在就

連博學之士也無法領悟。確實，明悟者除了認知我的名

號——造物主所發出的璀璨榮光外，其他一無所知。曰：

這是一種不朽之存在，在自然自身的諸多顯示、顯著證據

和遍及寰宇的光輝榮耀面前，連自然本身都陷入迷惑。 

你不應在意於過去或最近的時代。你要念記這個日子，頌

揚此刻所出現的事物，它將確然滿足所有人類。的確，對

這些事物的闡釋和論述令精神為之寒顫。所以你要如此宣

揚，使真信者的心靈燃起火焰，使其軀體翱翔雲天。 

今日凡堅信人的重生，並充分意識到上帝——那至高者—

—對這新造物具有至高統權和絕對權威的人，必定被歸入

在這至大啟示期中那些富有洞見之人的行列。每位有明察

力的信徒都為此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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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藉這至大聖名之力，超然行走於存在界，這樣，你就

會明曉亙古以來的奧秘，知曉無人熟識之事。確然，你的

主是佑助者、全知者、全曉者。你們要像跳動的動脈，在

整個造物界的身軀裡搏動，藉這跳動產生的熱能，還能使

那些猶豫不決的心靈復活。 

在我被隱蔽於無數光幕之後時，你的確曾與我交流，見證

了我智慧之天的光源和我宣說之洋的波濤。確然，你的主

是真實者、真誠者。在他的主——那最慷慨者、全智者—

—的日子裡，獲得這汪洋的豐沛湧流之人，福佑何其大

矣。 

我旅居伊拉剋期間，住在一個名為馬吉德的宅邸中，我曾

對你明確陳述了創造的奧秘，以及創造的起源、極點和起

因。然而，自我離開那里之後，我只發出如下斷言：“誠

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永遠寬恕者、慷慨者。” 

你在傳導上帝聖道時，你的話語要使灌木叢燃燒起來，並

從中大聲呼喊：“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全能

者、無拘無束者。”曰：話語是一種力求具有影響力的精

髓，同時須講究適度。所謂影響力，有賴於言辭之斟酌考

究，而後者又要求心靈超然和純潔。關於它的適度問題，

這必須結合於神聖經書和書簡裡所規定的得體智慧。深思

你主——那萬恩之源——的聖意之天湧流出的啟示吧，這

樣，你或能領略珍藏於聖作深處的隱含意義。 

確然，那些只相信自然本身而拒絕上帝的人就喪失了知識

與智慧。他們就是迷入歧途者。他們達不到至高頂峰，喪

失了終極目標；所以他們閉目塞聽，異議紛呈，而他們中

的領袖人物反而相信上帝及其不可戰勝的統御。你的主—

—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者——為此作證。 

東方人的眼睛痴迷於西方的工藝和奇巧，狂亂地遊蕩於物

質的荒野裡，無視唯一者那萬因的肇始者和維持者，然

而，那些作為智慧源泉之人卻從不否認這些成因背後的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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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衝，以及造物主或萬因之源。你的主對此知曉，但多

數人卻渾然不覺。 

現在，為了上帝——那萬名之主，我特地在此書簡裡提到

了一些聖賢的論述，藉此開啟人們的眼睛，使他們完全確

信：上帝委實是創造者、全能者、造物主、開創者、全知

者、全智者。 

雖然人們公認，當今的博學者在哲學、藝術和工藝方面堪

稱出色，但任何人若以明辨之眼加以觀察，就會清楚發

現，多數知識皆源自於古代聖賢，因為正是古代聖賢奠立

了哲學基礎，樹立其架構，加固其支柱。你的主——亙古

常在者——如此告知你。從前的聖賢是從先知們那裡獲取

知識的，因為後者是神聖哲學的解釋者和天國奧秘的啟示

者。有些人暢飲了祂們宣說的清澈活水，其他人卻滿足於

渣滓。每個人都獲取了自己應得的份額。誠然，祂是公正

者、大智者。 

恩培多克勒在哲學上享有盛名，他是大衛時代的人物。而

畢達哥拉斯則生活於大衛之子所羅門的時代，他從先知的

寶庫裡獲得了智慧。正是他聲言聽到了諸天的竊竊私語，

達到了天使的地位。的確，你主若有意，定會清楚地宣布

一切。確然，祂是大智者、無所不在者。 

哲學的本質和基本原理起源於先知。人們在哲學本質和基

本原理的內在意義和奧秘上所產生的意見分歧，歸諸於他

們的見解和思想的相異。我樂意向你作如下詳述：有位先

知曾將全能之主對自己的啟迪傳達於自己的人民。的確，

你的主是啟迪者、寬仁者、至尊者。當智慧和雄辯之源從

祂宣說之泉噴湧而出，那神聖知識之甘醇使探求祂門檻之

人陶醉時，祂大呼道：“看哪！一切都被聖靈充滿。”聽

者中有人牢記此話，開始胡思亂想，按字面意義理解，以

為聖靈真的滲透或進入人體了；還通過長篇大論來證明這

個觀念；一群群的人步其後塵，亦步亦趨。若要在此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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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姓，或細說此事，則會導致贅言，脫離正題。確然，

你的主是全智者、全知者。還有人分享了那佳釀，這佳釀

的封印曾被祂——你主經文的啟示者、寬仁者、最慷慨

者——的聖舌所啟封。 

確然，哲學家並未否認過亙古常在者。他們多數人帶著未

能徹悟祂的奧秘之遺憾而逝去，正如他們中有些人所證實

的那樣。確然，你的主是指導者、全曉者。 

細想一下希波克拉底醫生吧。他是一位著名哲學家，相信

上帝且承認其統權。在他之後有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確

是大智者，此人成就卓著，確是義人。他否定自我，抑制

私慾，遠離物質享受。他退居山中，隱跡於洞穴。他勸人

們不要崇拜偶像，為他們指出了上帝——那仁慈之主的道

路，直到無知者起而反對他。他們逮捕了他，將他處死於

監獄。這迅疾聖筆如此向你訴說。這位傑出人士對哲學的

見解是多麼鞭辟入裡啊！他是所有哲學家中之佼佼者，擁

有深邃的智慧。我見證他是該領域的一位泰斗，是為哲學

獻身的勇士。不管是當時流行的還是尚不為人知的科學，

他都有深邃的知識。據我看來，當至大汪洋溢出閃閃發光

的生命活水時，他曾經大口暢飲。正是他感知到了萬物中

的那種獨特、調和與無處不在的本質，感受了酷似人的精

神，他發現這種本質有別於那構成各種完美形態的物質。

他對這個重要主題有一個特別表述。假如你向當代世俗智

者詢問以上闡述，你會看到他們沒有能力領悟。確然，你

主說的是真理，但多數人卻無法理解。 

蘇格拉底之後是非凡的柏拉圖的到來。柏拉圖是蘇格拉底

的學生，他作為其繼承者居於哲學高位。他承認自己相信

上帝及其過往和未來皆存在的徵象。緊接而來的是亞里士

多德，那位聞名遐邇的博學之士，正是他發現了氣體的力

量。這些翹楚作為人類的領軍人物和泰斗，全都承認自己

相信那不朽存在——祂緊握一切科學的韁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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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要向你提起巴林努斯的祈求，他熟悉哲學之父在橄欖

石書簡中提出的有關創造奧秘的理論。若此，或許每個人

都會完全確信我在此明曉的書簡裡所闡明的事物：假如以

公正和知識之手觸摸我的明曉書簡，就會產生促使萬物復

活的生命之靈。暢遊這汪洋並讚美其主——那寬仁者、至

愛者——的人，蒙大福了。的確，神聖啟示的微風從你主

的經文那裡吹拂萬物，除了那些喪失聽力、視覺、悟性和

一切官能的人之外，無人能夠懷疑其真理。確然，你主對

此作證，但人們還是不懂。 

此人曾說：“我就是巴林努斯[阿波斯羅尼奧斯]，那位智

者、施展奇蹟者、護身符製作者。”他在藝術與科學的傳

播方面超越了所有人，飛升至謙卑和祈願之絕頂。傾耳聆

聽他說的話吧，他向那擁有一切者、至高者懇求：“我站

在我主的尊前，頌揚祂的饋贈和慷慨，我以祂自譽之詞讚

美祂，使我成為那些人的福佑和導引之源，他們承認我的

話語。”他還說：“主啊！祢是上帝，除祢之外別無上

帝。祢是造物主，除祢之外別無造物主。憑藉祢的天恩佑

助我，給我信心。我心驚恐，手腳戰栗，失去理智，思維

停滯。請賜予我力量，使我能吐露智慧之語。”他還說：

“祢確然是知曉者、全智者、大能者、憐憫者。”正是這

位智者被告知了創造之奧秘，領悟了珍藏於赫耳墨斯著述

[秘義書] 中的精妙奧義。 

我無意多言，唯想說出聖靈在我心中灌注的話。確實，除

祂之外別無上帝——那知曉者、大能者、救苦救難者、最

卓越者、普世讚美者。以我的生命為誓！在這個日子裡，

上天之樹不願意宣告任何別的事情，只發出如下確認：

“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我是無與倫比者、全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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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我珍愛你，我就不會說出上述的任何話語。要領會這

一地位的價值，持守它，就像你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要

作真正感恩之人。 

你深知我研讀的絕非人類所擁有之書籍，我也沒有獲得人

類流行的學問。但是，每當我欲引證博學者和智者的名

言，曾經出現在世上以及在聖書與聖典裡啟示的一切，便

會立即在你主的面前以書簡形式出現。於是我就開始將眼

睛所察覺的寫成了著作。確然，祂的知識覆庇諸天與大

地。 

在這篇書簡中，不可見之聖筆書寫了過去和未來的一切知

識，除了我奇妙的聖舌外，這知識無人能解。的確，我的

心已被上帝滌除了博學者的概念，淨盡了智者的話語。事

實上，它反映的只是上帝的啟示。輝煌之舌在這部明白易

懂的聖書裡對此作證。 

曰：塵世之民啊！你要當心，免得任何智慧阻止你探究其

本源，或抑制你達於其破曉之地。你要凝神於你的主——

那教育者、全智者。 

我為每一塊土地規定了一份，為每種場合配給分享，為每

次宣示指定時間，為每種情勢確立相應的話語。想像希臘

吧，我使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成為智慧的駐地。然而，當

指定的時刻到來，它的寶座便被顛覆，它的口舌停止說

話，它的光輝變得暗淡，它的旗幟被降下。我是如此給予

和撤回。確然，你主既能給予又能剝奪，祂是大能者、強

力者。 

我在每一塊土地樹立了一個知識光源，當預定時刻到來

時，它將在其地平線上閃耀輝煌，這是上帝——那全知

者、全智者——的諭令。假如我願意，我完全能夠對你描

述每塊土地上存在的一切，以及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確，

你主的知識遍及諸天和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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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你要知道，前人曾製造出當代有識之士都難以造出的

東西。我向你提及穆耳圖斯，此人是一位博學者。他發明

了一種裝置，可以將聲音傳送到六十英里外。除他之外，

還有人發現了許多今人見所未見之物。確然，你主在每個

時代都啟示了祂樂意講的話語，以此作為祂智慧的表徵。

祂確是至高命定者、全智者。 

真正的哲人絕不否認上帝，也不拒絕上帝的證據，反而承

認上帝的榮耀以及統御萬物的權威。確然，我眷愛那些有

識之士，他們明察增進人類最大福祉之事務；我以我的諭

命之力援助他們，我確能實現我的目標。 

我的至親至愛者啊，要當心，以免你們鄙視我博學僕人的

價值，上帝已仁慈地從人類中揀選出他們，作為祂聖名

“創造者”的闡釋人。你們須竭力從業學藝，以使所有

人，無論老幼，皆能從中受益。我已擺脫那些無知之輩，

這些人天真地以為，智慧就是任人宣洩妄想，就是拒絕承

認上帝——那全人類之主；即使今日，我仍聽到某些疏失

者如此妄言。 

曰：智慧的開端和起源就是承認上帝明確宣布的一切，因

為藉其效能，治國才能的基礎，即捍衛人類肌體的盾牌，

已被牢固確立。稍作思考，你就會感知我至尊聖筆在這奇

妙書簡裡的宣告。曰：你提出討論的與國家有關的每項事

務，都受到祂榮耀與至高宣說之天所降聖言之庇蔭。我已

對你詳述如上話語，它們會讓你心緒振奮，讓你的眼睛得

到慰藉，並使你在萬民中能夠奮起推動祂的聖道。 

我的納比勒啊！不要讓任何事使你傷心，相反，你要感到

欣喜無比，因為我提及了你的名字，將我的心和麵龐朝向

了你，並藉這份無可辯駁的重要闡述與你交談。你的心中

要琢磨我所承受的苦難，我所經受的關押與囚禁，那些降

臨我身上的疾苦，以及人們對我的指控。看哪，他們確實

被痛苦的帷幕層層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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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話至此階段，神聖奧秘的黎明已經出現，宣說之光已

然熄滅。願祂的榮耀降於智慧之人，此乃唯一真神——那

全能者、普世讚美者的命諭。 

曰：主啊，我的上帝，讚美歸於祢的聖名！當神聖宣說之

諸天開始在人類中間運轉時，那知識明燈之光華經由祢的

聖名而璀璨閃耀。我憑這聖名祈求祢，以祢的神聖確認仁

慈地扶助我，使我在祢的僕人中頌揚祢的聖名。 

主啊！我已面朝祢，除祢之外超脫一切，並緊握祢諸多福

佑的聖袍之邊。所以，讓我放聲宣揚那令人著迷、令心靈

喜悅之事吧。然後，在祢聖道上加強我的力量，以使祢造

物中的那些壓迫者的淫威難以將我阻擋，祢王國居民中的

那些不信者的攻擊不能將我攔阻。讓我像明燈一樣照耀祢

的領土，用它的光線指引那些心中閃耀祢知識之光和渴求

祢愛的人們。 

確然，祢強大有力，因祢所意而行事，祢掌控創造王國。

除祢之外別無上帝，祢是那全能者、全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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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勒-庫盧-海爾: 智慧之語 

奉上帝——那尊貴者、至高者之名 

信賴上帝，服從其誡命，滿足於祂的神聖意願及歡愉。此

乃萬善之源。 

敬畏上帝，懼怕祂的懲戒與懲罰，以及領悟祂的正義與命

諭。此乃智慧的真諦。 

見證主的啟示，追隨祂在至大聖書裡的命定。此乃宗教的

真諦。 

凡主所賜予者，皆欣然領受；凡神所命定者，皆為之滿

足。此乃一切榮耀之源泉。 

對人而言，心向摯愛者，除祂之外斷除一切，除了主的希

望之外無所希冀。此乃愛的真諦。 

提及主——那普世讚美者，除祂之外忘卻一切。此乃真正

的念記。 

在此塵世就職就業，緊緊依附於主，除祂的恩典外無所求

靠，因為祂掌控所有僕人的命運。對僕人來說，此乃真正

的信靠。 

人們面向主的聖庭，到達祂的尊前，目睹祂的聖容，在祂

面前充當見證。此乃超脫的真諦。 

見證自己的貧窮，服從主——那君王、寬仁者、萬能者—

—的聖意。此乃理解的真諦。 

倡導上帝之言，忠貞不移地愛祂。此乃勇氣和力量之源。 

為僕人詳述其主的福佑，並且時時刻刻，在任何情況下都

對祂感恩。此乃慈善的真諦。 

寡言而多行，此乃信仰之真諦。確然，凡言過其行者，當

知其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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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緘默，看透事物，脫離凡塵。此乃真正安全之真諦。 

為自身、家庭和貧窮的教友花費資財。此乃慷慨之始。 

愛我，此乃財富的真諦。誰若愛我便擁有了一切，不愛我

者實乃貧困之人。這就是榮耀和光輝手指的啟示。 

人類背離其主、心系邪惡之事，此乃萬惡之源。 

質疑上帝的徵象，徒勞地爭論祂的啟示，否認祂並在祂面

前傲慢。此乃最炙人之火焰。 

認知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此乃一切學問之源。而

這除了借祂神聖天啟的知識外，別無獲得途徑。 

拋棄仁慈者的庇蔭，轉而托庇於邪惡之徒。此乃卑賤的本

質。 

不信唯一真神，除祂之外而去仰賴別人，而且規避祂的諭

令。此乃謬誤之源。 

對自己一無所知，虛度光陰。此乃真正的損失。 

脫離無謂幻念與模仿，以獨一性之目光領悟祂的輝煌大

作，以透徹的目光觀察萬物。此乃我為你啟示之一切的真

諦。 

我如此教誨你，對你彰顯智慧之言，使你感恩主，你的上

帝，並藉此在芸芸眾生中獲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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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蘇德書簡 

巴哈伊出於敬意，常常不直接向巴哈歐拉致書，而是致信

給祂的抄寫員米爾扎·阿迦，別名“上帝之僕”和“隨身

僕役”。回信往往是以米爾扎·阿迦援引巴哈歐拉話語的

形式作答。然而事實上，整封書信常常都是巴哈歐拉的口

述。所以，即使表面上是米爾扎·阿迦的話語，但書簡的

所有部分都是巴哈歐拉啟示的神聖經文。《馬克蘇德書

簡》就屬於這種形式。它是為馬克蘇德寫的，此人是居住

於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早期信徒之一。 

祂是上帝，讚美歸於祂——那威嚴與力量之主 

有一種對受敬仰者——可見與不可見之萬物的擁有者——

的讚美，超越了任何念記或描繪，祂使元點啟示了無數聖

書和書簡，藉其聖言之力，祂造生了整個造物界，無論過

去抑或最近的世代。此外，祂依其超絕之智慧，在每個時

代和周期差遣一位神聖信使，以祂宣說的活水復蘇那些沮

喪失望的靈魂，祂確然是闡明者、真正的解釋者，因為人

們難以理解榮耀聖筆湧流出的以及祂在聖書裡記錄的聖

言。在任何時期和任何情況下，人都需要他人的規勸、引

導、指示和教育。所以祂差遣其聖使、先知和揀選者，他

們能使人們知曉啟示聖書和出現聖使的目的，讓人人都能

明白潛藏於每個靈魂實在中的上帝信託。 

人乃至高靈傑。可是，若無適當教育，他會失去已有的天

賦。上帝之口吐露一詞，人被創生了；又一詞，人被引導

認識所受教育的本源；再一詞，人的地位和命運得以保

障。聖尊曰：人就好比富礦，隱含無價珍寶。唯教育能掘

而顯之，使人類從中獲益。人若深思上帝聖意降賜的經書

之啟示，就易於認知其宗旨，即所有人皆應被視為一個靈

魂，如是，帶著“天國乃是上帝的”字樣的封印就可能被

貼在每顆心靈上，神的慷慨、恩惠和仁慈之光就能籠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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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類。唯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無欲無望。

人類的效忠對祂毫無益處，其邪惡也對祂一無所傷。神聖

宣說界域之鳥一直在鳴叫：“我意欲萬物均屬於你，而你

亦屬於自己。”假若本時代的博學者和智者允許人類吸吮

友誼與愛的芳香，每顆明悟之心都會理解真正自由的意

義，發現安祥和平與絕對鎮靜之奧秘。地球若達至如此境

界，被其光明照亮，那麼我們就確然會這樣描述它：“你

將看到它既無深谷，亦無巔峰。” 

福佑與平安屬於祂——祂的到來讓巴薩笑逐顏開，祂衣袍

的甜蜜氣息已向全人類播撒馨香——祂來保護人類免遭下

界的傷害。祂的地位高於、無比高於萬物的讚美，祂的神

聖超乎整個創造界的頌揚。藉由祂的降臨，穩定和秩序之

帳籠罩全世界，知識之大旗升起在萬國疆土上。願福佑降

賜於祂的親族好友和陪伴信徒，通過他們，上帝唯一及獨

一之旗幟高高飄揚，天國勝利的旌旗迎風招展；藉由他

們，上帝的宗教在其造物中牢固建立，祂的聖名在其僕人

中受到尊崇。我懇求祂——讚美歸於祂——保護其信仰免

受敵人的傷害，那些敵人曾扯掉面紗，將其撕得粉碎，最

終導致伊斯蘭教的大旗在萬民中翻轉了。 

你那透著重聚芳香的來信已收到。讚美歸於上帝——在堅

定的分離命諭頒布之後，親近和交流的微風已吹動，心田

被快樂喜悅的活水所振奮。我在任何情況下都對上帝感

恩，並期望祂——尊貴歸於祂的榮耀——藉其仁慈天恩，

指引世上居民到達祂悅納和欣喜之地。 

看看在漫長的歲月中折磨塵世的動亂，以及民眾的驚恐不

安吧。有的是受到戰爭的破壞，有的是遭遇突如其來和無

法預料的災難。儘管世界籠罩於痛苦與危難之中，但無人

稍事深思那可能的因由或根源。看哪，每當那真正的顧問

發出警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譴責祂挑起動亂，否認祂的

主張。他們的這種行為多麼讓人迷茫，多麼令人困惑！可



 91 

以說找不到兩個表裡團結一致的人。雖然所有人都為和諧

與統一而被創生，但是不和與惡意的跡像到處可見。聖尊

曰：備受仰愛的人們啊！團結之帳已經升起；你們不要彼

此視同陌路。你們乃一樹之果、一枝之葉。我希望正義之

光照耀世界，使它遠離暴政。假如塵世的統治者和君王

們，即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威權的象徵，挺身

並決心將自己奉獻於促進全人類最高利益的事業，那麼正

義的統治肯定會在人類之子中建立，它的燦爛光輝將照遍

全球。聖尊曰：世界穩定和秩序的架構過去有賴於獎賞和

懲罰這兩大支柱，將來也繼續由二者所支撐。此外，祂以

雄辯的語言宣說如下：正義具有強大的統率力量。這力量

不是別的，正是對人類行為的獎賞與懲罰。藉由這種力

量，秩序的帳幕在全世界建立，使邪惡者因懼怕懲罰而收

斂自己的本性。 

祂在另一節經文中寫道：世上眾統治者啊，要留心！世上

沒有任何力量可與正義和智慧之征服力相提並論。確然，

我證實，不管現在還是過去，不曾有任何一支軍隊比正義

和智慧之軍更為強大。以智慧之旗在前開路，以正義之師

作為後盾，這樣的君王必蒙福佑。他確然是裝扮和平之額

與安全之容的飾物。專制烏雲已經遮蓋正義之陽，然而毫

無疑問，只要正義之陽向人類傾灑光輝，塵世面貌將會徹

底改觀。 

聖尊希望啟示世界和平與安寧及民眾進步的先決條件，祂

這樣寫道：這一時刻必會到來，屆時人們一定會普遍認識

到有必要舉行一次涵蓋方方面面人士的大會。塵世的統治

者和國王們必須參會，參加各項審議，研究奠定世界和平

基礎的方法與手段。世界大和平需要各強國之間完全互諒

和解，為的是世界各族人民的和平與安寧。倘若有任何國

王要向別國發動戰爭，其他各國必須聯合起來阻止他。如

果能做到這一點，世界各國除了旨在維持國內治安和各自

領土內的內部秩序外，不再需要任何軍事力量。這將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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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人民、政府和國家的和平安寧。我殷切希望世上的君

王和統治者——上帝寬仁和全能聖名的鏡子——能夠達至

這個境界，保護人類免受暴政之痛。 

祂還說道：諸多有益於團結與和睦，並能促進地球為一國

的舉措中，其中之一是將多種語言減為一種。同樣，世界

使用的文字也要限定為一種。所有國家都要選派一些明悟

和博學之士參加會議，通過共同磋商，在現存多種語言中

挑選一種，或者另創一種新語言，在世界所有學校裡教

授。 

那一天正在臨近，屆時，世界各族人民將會採用同一種通

用語言和同一種共用文字。若實現了這一點，那麼，無論

人們去到哪個城市，都會像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這些事

情義不容辭，絕對必要。任何富有洞見和明悟之人都必須

努力將這些文字變成現實和行動。 

在這些日子裡，正義之帳陷入暴政和壓迫的魔爪。你們要

懇請唯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榮耀——不要讓人類失去

真悟之洋，假如人們留意，就能充分認識到：榮耀聖筆湧

流出的或規定的一切，正如照耀全世界的太陽，是全人類

的福祉、安全和真正利益所在。否則，塵世每日都將遭受

一種新災難，爆發空前騷亂。上帝惠允世人得到仁慈佑

助，持守祂在智慧之界諄諄告誡之明燈。我期望人人都穿

上真正智慧之衣，此乃世界政府之基礎。 

聖尊曰：治國之術之天已被來自上帝意誌之黎明的這些聖

言的光亮照耀得燦爛輝煌：所有統治者每日都要在公平正

義的天平上權衡自身，然後在人與人之間加以判斷，告誡

他們直接行走智慧與明悟之道。此乃治國之術之基石及其

本質。從這些話語裡，每個明智之人均能充分認識到有助

於實現諸如人類福祉、保障和保護以及人類生命安全的目

標。富於洞見者若能暢飲珍藏在這些話語裡的內涵之洋，

了解個中奧秘，他們就會見證這一宣說之崇高與卓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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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卑微者陳述自己的感悟，這些感悟都將見證上帝的完

美智慧。治國之術的秘密和人們的需求都被囊括於這些話

語之中。本卑微僕人熱切懇求唯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

榮耀——以智慧明燈之光華照亮世人之眼，這樣，他們全

都能認知這個日子裡的不可缺少之物。 

今日，凡獻身於服務全人類者，皆乃堂堂正正之人。聖尊

曰：奮起促進世上各族各民的最大利益者必蒙福佑和快

樂。祂在另一節經文中宣布：愛自己的國家不值得驕傲，

愛全世界才值得自豪。地球乃一國，人類皆其民。 

至尊之聖筆記錄於先知聖書裡有關統一與和諧的勸諭，都

與具體事項息息相關；這種統一不會導致分裂，這種和諧

不會造成不和。在這種境界，每種事物都被規定了法度，

每個值得佑助的靈魂都應給予其應得的。領會這些話語之

意義並理解其要旨之人，有福了，疏失者，則有難了。一

切自然跡像在其本質上都對此有充分見證。每一位富有智

慧的明悟之人都熟知我所提及之事，那些遠離公正之生命

泉水，以及茫然徘徊於無知荒野和盲目狂熱中的人，則不

在此列。 

聖尊曰：人之子啊！上帝信仰及其宗教的根本宗旨在於捍

衛人類利益，促進人類團結，培養人類之間的友愛精神。

不要使宗教成為紛爭與不和、仇恨與敵意之根因。這就是

正道（Path），是牢不可破的基礎。凡立足於這一根基

者，人間的世事變遷都永遠削弱不了它的力量，無數世紀

的變革也難以破壞其結構。我希望世界的宗教領袖和統治

者們協力奮起，改革這個時代，復興它的命運。讓他們在

深思時代需求之後，共同商討，經過審慎充分的考量，為

這個病態的、深受折磨的世界提供救治良方。 

聖尊曰：神聖智慧之天由磋商和憐憫這兩顆光體照亮。你

等凡事皆要共同磋商，因磋商是指路明燈，亦能啟發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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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任何努力之初，都要考慮其結果。在一切人文和科學

中，要讓兒童學習那些對人類有益，且能保障其進步和提

高其地位之事。這樣，無法無天的惡臭就被驅散了，通過

國家領導人的竭誠努力，使所有人生活幸福、安全與和睦

安祥。 

聖尊曰：當代的博學者應當指引人們去獲取實用的各科知

識，這樣，不論博學者本身還是普羅大眾，都會從中獲

益。這些學術活動若僅僅始於言而終於言，無論過去和將

來都無所裨益。波斯多數飽學之士窮其一生鑽研哲學，但

最終除了一紙空言外，別無所獲。 

掌權者有責任凡事奉行適度原則。無論何事，若逾越適度

界限，就不再產生有益影響。細想一下諸如自由、文明等

概念，無論明悟之人多麼推崇，但若行事過分，就會對人

產生有害影響。 

若要解釋此點，就得詳細加以說明，那恐怕又會冗長。本

卑微者熱切希望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惠賜所有

人以佳美。因為那受惠者即是萬物的擁有者。聖尊曰：智

慧之舌宣告：缺乏我者，缺乏一切。你們要離棄塵世的一

切，除我之外別無他尋。我是智慧之陽，知識之海。我振

奮萎靡者，復甦死亡者。我是照路的指引之光。我是全能

者臂上的御鷹。我讓每隻折翼之鳥展翅高翔。 

祂還說，真悟之天庭因寬容和公義這兩大明燈而熠熠生

輝。 

我的朋友啊！這寥寥數語中隱藏著一片浩瀚之洋。理解其

價值、汲取其內涵、明悟其意義的人，有福了；疏失者，

則有難了。本卑微者懇請世人秉持公正，這樣，他們生來

聆聽慧語的聽力，稚嫩、纖巧、寶貴的聽力，就會免受障

礙，擺脫暗示、無謂幻念或虛妄臆想——這些東西“既難

使人肥壯，又無法緩解飢餓”。如是，那真正的勸諭者才

會仁慈地展示人類福佑和萬國至善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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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和解之光在多數國家趨於黯淡、光彩湮滅，而衝突

與混亂之火則愈燃愈旺。自視為文明締造者和引領者以及

憲法制定者的兩大列強，起而反對同與上帝交談者有關聯

的這信仰的追隨者。明悟之人啊！你們要警惕。推行暴政

不符合人的身份；人應當秉持公平，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披

掛正義之衣袍。你們要懇求獨一真神，祂能藉慈愛之手的

威權，借靈性教育，清除邪念貪欲之污穢，淨化某些靈

魂。這樣，他們就會挺身為上帝而開口，不義的證據才會

被清除，正義明燈之光輝普照世界。民眾蒙昧，他們急需

那些闡明真理之人。 

聖尊曰：飽學之士和賦有敏銳智慧的聖賢乃人類身軀的雙

眼。如係天意，世間永遠不會失去這兩大至佳贈禮。那已

被宣示和即將彰顯的，只是本僕熱望獻身於服務世上一切

種族的標誌。 

我的朋友啊！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抓住一切可以推動世界各

國人民安全和安寧的手段。聖尊曰：在這榮耀的日子裡，

凡能祛除腐敗和引領你們走向和平與安寧的，即是神聖正

道。 

但願通過管理者和人類的智者和博學者的不懈努力，世界

各族人民能夠經過引導而認知自己的最佳利益。人類的剛

愎任性還要持續多久？不義還要持續多久？混亂與騷亂還

要主宰人類多久？社會局面還要被不和攪亂多久？ 

本卑微僕人訝異萬分，我發現所有人都賦有視覺和聽覺，

但他們卻皆棄之不用。本僕人因鍾愛你、珍惜你而寫下這

些字句。唉！絕望之風從四面八方吹來，分裂和折磨人類

的爭鬥與日俱增。因為現行的製度弊端百出，混亂和動盪

到來的跡像已清晰可辨。我祈求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

耀——願祂仁慈地喚醒世人，使他們行事之目的於己有

益，扶助他們成就符合其身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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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領會其地位之偉大及其命運之高貴，就會只彰顯優

良品格、聖潔舉止和得體、可嘉之行為。假如善意的博學

智者給人民以指導，整個地球就會被視為一國。確然，這

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本僕人籲請，凡勤勉和進取之靈魂，

都竭誠努力，挺身重振所有地區，憑藉心中對唯一者、無

雙者、全能者和施善者之上帝之愛，用智慧與宣說之活水

復蘇死者。 

若無言語之媒介，沒有哪位智者能夠展示其知識。這亦表

明了古往今來一切經書所肯定的聖言之重要。因為經由聖

言之力及激勵精神，世人方可獲得如此尊貴之地位。再

者，言辭與話語應當同時具有感人與說服之效能。而二者

兼備，唯有全然為著上帝的話語，唯有適當考慮場合與人

們的需求的話語。 

聖尊曰：話語是一種力求具有影響力的精髓，同時須講究

適度。所謂影響力，有賴於話語之斟酌考究，而後者又要

求心靈超然和純潔。關於它的適度問題，這必須結合於神

聖經書和書簡裡所規定的得體智慧。 

凡言辭皆具靈氣，是故，言者或釋者須在適當時間及場合

審慎述說，蓋因言辭予人之效果無疑是顯然且直接的。聖

尊曰：言辭既可如火，亦可如光，二者在世界所施加之作

用顯而易見。故而，明達事理者之言說須如母乳般溫和，

以使人類之子得到教化和啟迪，從而能達到人生之最高目

的——真悟及高貴之地位。聖尊亦曰：言辭既可如春天，

促使知識玫瑰園的幼苗成長、茂盛和綻放，亦可如致命毒

藥。因此，睿智者須以至為仁慈與寬宏之心態言說，使每

個聽者能從自己的美好言辭中受益，進而達到凡為人者皆

應有之地位。 

我的朋友啊！上帝之言乃言詞之王，其遍在之威力無可估

量。它一直且將永遠支配存在界。聖尊曰：聖言乃是整個

世界的萬能鑰匙，因為在它的作用下，人類的心靈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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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天國之門——得以開啟。僅其璀璨光輝之一線

照耀愛之鏡，它便能立刻反射出神聖之語“吾乃至愛

者”。聖言乃是浩瀚之洋，其財富無可窮盡、包含萬物，

可以感知的一切事物皆源於它。聖言之地位高不可攀，遙

不可及，它是隱藏於讚美和崇拜之中的崇高及輝煌之真諦

所在。 

嗚呼！我以為世人之辨識力已受疏失及愚蠢狂熱的嚴重影

響，因為他們全然不覺祂話語之甜蜜，因而無緣領受。人

生苦短，光陰飛逝，倘若拒絕承享智慧聖樹之果，又該何

其遺憾！但願上帝伸出神聖威權之手，守護全人類，引導

人類邁向真悟之境。 

確然，我們仁慈的主是救助者、知曉者、大智者。 

我想補充說，你從耶路撒冷寄來的第二封信已經收到，你

在信中所寫所述皆已在祂尊前細細朗讀。祂吩咐我回复你

如下： 

馬克蘇德啊！我已聞聽你的聲音，感知你在渴望和急切中

發出的嘆息和悲傷。讚美歸於上帝！從每個言辭中均可嗅

到愛的甜蜜芳香。但願這恩惠恆久綿長。隨身僕役吟誦了

你寫的詩句。你的名字常常在本蒙冤者面前被提及。我慈

愛和憐憫的眼神注視著你。 

人的地位何其崇高！人類為複興世界和國家福祉的努力亦

何其大矣！我懇求唯一真神仁慈地確認你，助你從事符合

人類地位之事務。 

你時刻要以智慧為導引，因為心懷惡意者過去和現在一直

都在拼命地算計他人。仁慈的上帝啊！本崇高聖尊只求培

育人類的友愛精神，復興世界，使生命變得崇高，然而他

們卻將諸多罪名歸咎於本聖尊，此事連筆墨與唇舌都羞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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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惦記你，現在又提及你。我懇求祂——尊貴歸於祂

的榮耀——以威權和力量之手保護你，使你能認知今生後

世於你最有利之事。祂是人類的主宰，天庭及俗世御座之

擁有者。除祂之外別無上帝，祂是全能者、大能者。願上

帝惠允本蒙冤者秉持忠誠。祂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

忘記你。 

你提及打算在大馬士革住到春季，假如財力允許，然後到

摩蘇爾去。本卑微之僕懇請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

—為你提供合適的財力，對你施以援手。祂是強力者、大

能者。 

儘管本地區居民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但從他們身上卻

看不到絲毫友誼的證據。你應當敏銳機智，因為他們總是

無端指摘並否認聖道。願唯一真神賜予他們公平之心。 

至於你自己的事務，假如你能滿足於任何可能發生之事，

那就值得嘉許。去從事某種職業更為可讚，因為一個人忙

於工作，就不會斤斤計較於生活的不愉快。上帝願你在旅

居任何城市或國度都能得喜悅並容光煥發。本卑微之僕永

遠不會忘記那位高貴、仁慈之友。祂一直並將繼續念記

你。此諭令發自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我衷心希望祂

惠賜神聖扶助，並確認令祂欣喜和悅納之事。 

你的每節詩句就像一面鏡子，映現出你對上帝及其揀選者

的奉獻與熱愛。暢飲宣說之佳釀、品嚐真知之潺潺溪水的

人，有福了。喝到自己的一份並達至祂尊前的人，有福

了；疏失者，則有難了。熟讀這種詩句，的確給人留下深

刻印象，因為它像徵著重聚之光輝和離別之火焰。 

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對上帝的無比恩寵感到絕望，因為祂

若願意，即可讓一個小小原子變成太陽，讓滴水變成海

洋。祂開啟了千萬扇門，而人卻不能覺察到一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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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僕何等疏失：想用這些話語來證實上帝——尊貴歸於祂

的榮耀——的至高威權。我懇求上帝——那至大者——原

諒這些斷言，肯定本僕人始終都認識到自己的嚴重罪過和

不端行為。本僕人懇請主——那至尊者——借寬恕之洋原

宥我的罪過，祈求主使本僕人完全獻身於上帝，能使本僕

人表達對祂的讚美，轉向祂，無比信任祂。確然，祂是強

力者、寬恕者、寬仁者。讚美歸於上帝——那萬能者、全

知者。 

本卑賤者讀了你在信中對我主——願我的生命奉獻於祂—

—敘述與那位旅行者對話的摘要。其中提出的解釋將人們

從疏失酣夢中喚醒。的確，人類自身的所作所為滋生了大

批邪惡勢力。如果人們都能遵守和奉行神聖教諭，所有邪

惡都將從地面上銷聲匿跡。然而，人類存在的千差萬異性

以及普遍的暴亂、爭鬥、衝突等，是導致撒旦幽靈出現的

首要因素。然而聖靈從來都避開這類事情。一個除了傾

軋、爭吵與腐敗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別的事物的世界，

注定要成為撒旦的寶座、邪惡的大都會。 

何其之多的上帝鍾愛者和揀選者日夜在哀嘆和呻吟，期待

祂美意之天庭或許會吹來甜蜜馨風，將可憎的惡臭從世上

完全祛除。然而，這個最終目標不可能實現，而且人類也

曾因其種種惡行而無緣於此，這是上帝按照神聖統治的基

本原則對他們的懲罰。我們的職責是在這種情況下保持耐

心，直到上帝——那寬恕者、慷慨者的救助到來。 

眾生之主和萬物之渴望啊，讚美歸於祢的聖名！我祈願，

藉由那曾經使燃燒的灌木叢放聲發話、讓磐石大聲呼喊的

聖言，備受寵愛者因此而疾步奔赴祢臨在之聖庭，心靈純

潔者邁向祢聖容光輝之黎明；藉由祢真愛者因為遠離祢揀

選者而發出的嘆息，藉由那期盼在祢天啟之光的晨曦前目

睹祢聖容者的悲慟，求祢仁慈地惠允祢僕人認知那憑祢的

慷慨和恩惠命定給他們的一切。繼之，藉由祢榮耀聖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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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規定，指引他們邁步走向祢的慷慨之洋，引領他們

到達祢神聖重聚之活水旁。 

主啊！不要看他們的作為，而要著眼於祢的崇高天恩，這

天恩先於一切可見與不可見之造物。主啊！以祢知識的燦

爛光輝照亮他們的心靈，以祢寵愛之陽的熠熠閃光開啟他

們的眼睛。 

萬名之主和萬千世界的創造者啊！我懇求祢，藉由祢聖道

上灑下的鮮血，藉由為了愛祢而被高掛於長矛上的頭顱，

藉由與祢鍾愛者分離而消散的靈魂，藉由為讚美祢聖言而

破碎的心靈，惠允祢聖域之居民在效忠祢無可匹敵之聖言

中精誠團結，以便認知祢的唯一性和獨一性。除祢之外別

無上帝——那全能者、至尊者、知曉者、大智者。 

我衷心希望，那滿足一切者、不可接近者留心本卑微之僕

的懇求，給世人穿上善行之衣袍，清除其邪惡意向。祂是

大能者、強力者、全智者、明察一切者。祂聽聞諦察；祂

是聆聽一切者、洞察一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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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瓦法書簡 

祂是全知者 

瓦法啊！要向你的主感恩，因為祂扶助你皈依祂的聖道，

使祢認知祂自身的顯示者，使你得到提升，來讚美祂，祂

是這榮耀宣示中的至偉念記。 

儘管祂帶著每一個見證出現，佩戴著不容置疑的威權出現

在天啟之地平線上，但是所有人卻破壞聖約，否定他們曾

經信仰的祂，唯有你一直忠於上帝的聖約和祂的遺囑。瓦

法啊，你為此蒙福了！ 

無論如何，你當竭盡全力獲得忠誠本質。這意味著你要滿

懷信心，並以你的喉舌證明上帝對其自身——崇高自我—

—的見證，祂宣告：“確然，我是榮耀之域的自存者。”

無論誰能在這些日子里莊嚴地確認這一真理，就會達到至

善，天國聖靈將日夜降臨於他，仁慈地佑助他讚美其主的

聖名，使他開口支持其主——那仁慈者、慈悲者——的聖

道。無人可以達此境界，除非淨化自己的心靈，脫離天地

間的一切造物，除了上帝——那至高無上之主、全能者、

寬仁者——之外，徹底使自己超脫一切。 

你要奮起服事聖道，曰：我憑上帝的公義發誓！確然，這

就是元點，祂身著新裝，以榮耀之名顯現了。祂現在目睹

了來自這地平線上的一切。祂確是至高無上的，超越萬物

的。在至高眾靈中，祂被稱為至高宣說；在永恆聖域裡，

祂被稱為亙古美尊；在神聖寶座前，祂的聖名使明悟之人

腳步趔趄ㄐ ㄩ  ㄑ ｜ ㄝ ˋ(站立不穩的樣子)。 

曰：我對上帝發誓！在此天啟中的每句經文從神聖至高境

界被降賜之前，上帝的至高見證就已為天國眾靈和地上萬

眾所成全。我啟示的與巴揚天啟期降賜的是同樣的。你們

要敬畏上帝，不要使自己的行為徒勞一場，不要淪落為疏



 102 

失之人。睜開雙眼，你們就會在此輝煌閃亮之地目睹亙古

美尊。 

曰：上帝是我的見證！應許者已從天國降臨，駕著殷紅祥

雲，右攜天啟之軍，左挽啟迪之天使，在上帝——那全能

者、萬能者——之命令下，那聖諭已得到應驗。所有人趔

趄倒地，唯有這些人除外：上帝溫柔慈悲地保護他們，讓

他們藉由上帝自身而認知祂，使他們超脫屬於塵世的一

切。 

你要傾聽你主的聖言，清除雜念，淨化心靈。這樣，你主

念記的燦爛光輝就會照亮你的心靈，使它達至篤信之境。 

再者，你當知道，你的信函已達於我尊前，我已詳讀並知

曉其內容。我注意到你所提出的問題，很樂意回复你。在

這個日子裡，每個人都應向上帝表達自己的渴望，你主將

以奇妙而不可否認的經文回應提問者的訴求。 

你曾詢問复臨這一主題。你要明白，終猶如始，正如你如

何看待始，你就同樣如何看待終，你要做真正的明悟者。

不僅如此，還要將始視為終本身，反之亦然，如此你就會

獲得清晰的洞察力。此外，你還要懂得，每一樣造物都在

你主，那力量與威權之上帝的命諭下，被持續地造生並複

臨。 

關於復臨（Return），正如上帝在祂至高神聖書簡裡的計

劃，祂已使其僕人知曉了這個主題；這意味在復活日一切

造物得以復臨，此即在上帝自己的日子裡你所見證的複臨

的本質，你是證明這一真理之人。 

確然，上帝完全能夠使萬名以一名而顯示，使萬靈以一靈

而出現。祂確實強大而有力。在祂的諭令下，這复臨按祂

的聖意而實現。祂確是成就萬事、命定萬事的唯一者。再

者，除了你主——那全能者、全知者——的聖言，你察覺

不到復臨和復活（Resurrection）的實現。譬如，祂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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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把土，宣布它就是你們過去曾跟從的那唯一者，這無

疑合理而真確，猶如祂尊身一般，任何人不容質疑祂的權

威。祂隨意而為。另外，在這個境界，你不要將目光轉向

種種局限和影射，而要注目於天啟本身已應驗的，成為明

察者。所以，我要以明晰易懂的語言為你解釋，以使你明

悟你尋找的亙古常在之主。 

你要想一想復活日。假如上帝宣布忠信者中最為卑微的造

物為巴揚的首位信從者，你對此不應有任何疑慮，並且必

須成為真信者。在此境界，不要注目於人的局限和名號，

而要關注何以維護首位信從者之身份，那就是相信上帝，

承認其存在，並確信其不可抗拒和具有凝聚力之諭令必能

應驗。 

你要深思巴揚元點——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的天啟。祂

宣告那首位信徒便是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有人與祂爭辯

道，此人來自波斯，另一人來自阿拉伯；或者說此人名叫

侯賽因，另一人名叫穆罕默德——這種爭辯合適嗎？當然

不合適，我以上帝聖尊——那崇高者、至偉者——為誓。

的確，沒有哪位賦有智識和明察者會注意局限

（limitation）或名號，而是看到穆罕默德被賦予之物，

此物不是別的，正是上帝之道。這位富有洞見之人同樣會

思考侯賽因及其在上帝——那全能者、崇高者、明曉者、

大智者——聖道中所擁有的地位。由於在巴揚天啟中，上

帝的首位信徒被賦予的統權與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的相

同，所以巴孛宣告侯賽因即是穆罕默德，是穆罕默德的複

臨和復活。這個地位神聖無比，超脫於局限或名號，其中

無他，唯有上帝——那唯一者、無與倫比者、全知者。 

你還須知，在天啟之日，假如祂宣告一片葉子為祂所有非

凡稱號的顯示，誰都無權追問原因和理由；否則，就會被

視為不信上帝者，被歸列於拒絕祂真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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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啊，當心！免得行事猶如巴揚之民。他們的確犯了大

罪，誤導人民，無視上帝的聖約及其遺囑，而且給主——

那唯一者、無與倫比者、全知者——舉伴。確然，他們沒

有認知巴揚元點，因為他們若認知祂，就不會否定祂此燦

爛輝煌之尊身的顯示。因為他們注重於名號，所以當祂以

“至為榮耀者”取代祂的“至為尊貴者”名號時，他們的

眼睛就被蒙蔽了。他們在這些日子裡未能認知祂，所以被

視為死去之人。的確，他們若借祂本人或祂的啟示而認知

了祂，當祂以這榮耀和無與倫比之聖名顯現時，他們就不

會拒絕祂，上帝曾將此聖名命定為祂在天地間的天啟之

劍，藉此區分真理與謬誤，從今天直到人類站立於萬千世

界之主面前之日。 

你還要懂得，在祂顯聖之日，除上帝外，萬物將被造生，

眾生皆平等，無論其身份之貴賤。复臨之日對所有人都神

秘莫測，直到神聖天啟得以應驗。祂就是唯一者，祂命定

自己意欲的一切。當上帝的聖言啟示於萬物，無論是誰，

只要傾耳聽從上帝之呼召，的確會被歸於最卓越之靈，即

使他身份低微。背離祂的人則被視為祂僕人中最卑賤者，

即使他是人類統治者，擁有天地間的一切書本知識。 

你應當以神聖目光諦察我啟示和賜贈於你的一切，不要去

看世人及其流行之物。在此日子裡，這類人猶如瞎子，遊

走於陽光下卻還要問：太陽在哪裡？它在發光嗎？他會否

認和懷疑真理，他不屬於富有洞見者。他永遠難以察覺或

理解自己與太陽之間已受阻擋。他會在內心裡拒絕，發出

抗議之聲，步入反抗者之列，此即為這類人的狀態。讓他

們自行其是，並對他們說：你們得到你們的慾求，我們得

到我們的渴望。不虔誠者的境況何其悲慘。 

你還要明白，從前的顯聖曾經斷言，眾靈將在復活日復臨

和出現，而事實上，萬物皆有復臨與復活。然而，我不想

提及《巴揚經》上並未宣布之事，以免惡人疾聲聒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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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願人類之子及其造物主之間的一切阻礙全被清除，人

們就能看到上帝無敵之統權和聖域，暢飲祂天溪之清泉，

浸潤於真悟之洋的湧流之中，滌除不虔誠者與懷疑者之污

穢。 

你提出關於上帝諸界的問題，你要明白這個道理：上帝諸

界乃數量無數、界域無限。除上帝——那全知者、全智者

外，無人可以估算或理解。想想你睡眠時的狀態吧。確

然，我要說，假如他們仔細思忖，這一現象實乃上帝在人

類中最為神秘徵象。看看你在夢中之所見吧，假以時日，

你就會全然明白。倘若你真的發現夢中所處的世界跟你生

活的世界相同，那麼，夢中之事必然會於做夢的時刻發生

在這個世界。假若如此，你自己就會對其作出見證。但事

實並非如此，你生活的世界不同且遠離於你夢中經歷的那

個世界。後者的世界既無始亦無終。假如你認為，按照無

上榮耀的全能上帝的命諭，這同一世界就在你本身中，蘊

含於你的內在裡，這是真實的。以下說法同樣是真實的：

在上帝的作用下，你的靈超越於睡眠之界，脫離於塵世一

切，遊歷於隱藏在此世最深處的實在之域。確然，我要

說，上帝的創造包含了此世以外的萬千世界、此世造物之

外的其他造物。祂在每一個世界，命定其事物除了祂，那

探尋一切者、全智者之外，無人可以探尋。你要深思我對

你的啟示，你就可能發現上帝，你的主及萬千世界之主的

旨意。這些話語裡珍藏著神聖智慧的奧秘。我不願多言這

個主題，因我的話語而被創生的這些人的舉動，使我滿懷

傷感。願你成為傾聽我話語者中的一員。 

能夠幫助我，且保護我避開這些不忠靈魂之刀劍的人在哪

裡？以自己的眼注視上帝聖言、擯棄世人意見和觀念的洞

悉之人又在哪裡？ 

僕人啊！你當警告上帝之僕，莫要拒絕自己不解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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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懇求上帝開啟你們心靈的真悟之門，你們才會獲悉別

人不知之事。確然，祂是賜予者、寬恕者、慈悲者。 

你還問過我有關上帝諭令的問題。須知，凡聖書裡規定的

都確是真理，對此不應存有任何疑義。大家都要尊奉祂—

—那啟示者、全知者——降賜的諭令。假如有人明知而棄

絕它們，上帝無疑會將他清除出去，我也會將他清除出

去，因為祂的諭令乃神聖之樹的果實，而正是這些疏失者

和反复無常者背離了它們。 

至於天堂：它是一種實在，對此毋庸置疑，而且在這個世

界，藉由對我的愛和我的美，天堂正在成為現實。任何人

達此境界，上帝都會在此塵世福佑他，而且死後會惠允他

進入同天地一樣廣袤的天堂。在那裡，榮耀和神聖女僕們

會日夜服事他，而他的主——永不暗淡之美的太陽，始終

照射著他，他將如此耀眼，以至無人可以凝視他。這就是

天恩的啟示期，但民眾卻被厚重的帷幕障目。同樣，你要

理解地獄之火的本性，做真信之人。因為每一行為都按上

帝之估量而有酬報，全能者規定的律條和禁令對此充分作

證。因為很顯然，假如行為沒有獎賞，沒有果報，那麼上

帝的聖道——讚美歸於祂——就會被證明無效。祂無比崇

高，遠超於如此褻瀆之舉！然而，對擺脫身外之物者來

說，某個行為確然有其自身的回報。我若展開此主題，恐

怕要寫無數書簡。 

我以唯一真神的公義為誓！聖筆因為其主的遭遇已難以移

動，它揮淚不已，我也在哭泣，隱藏於萬名聖帳背後、高

踞於祂榮耀聖名寶座的祂——那莊嚴本質——也在悲嘆。 

你要淨化心靈，這樣，我就能讓智慧和宣說之泉水湧流而

出，使你在全人類中大聲宣揚。為了念記你仁慈的主，你

當開口宣揚這真理。你要無所畏懼，一心信從上帝——那

萬能者、全知者。曰：人們啊，要踐行你們對波斯文《巴

揚經》的理解，不理解之處則要請教這位準確無誤的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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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祂會清楚闡明上帝在其聖書裡的旨意，因為藉由那全

能者、大能者的聖意，祂的確知曉珍藏於《巴揚經》裡的

一切。 

你詢問我在離開伊拉克時對民眾的警告，其大意是：當太

陽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黑暗之鳥就會行動起來，撒米里

的旗幟就會被高高舉起。我向上帝發誓！那些鳥兒在這些

日子裡已經起飛，撒米里已在大聲喧鬧。認知此事並被歸

入明悟者之列的人，有福了。我還警告他們防止“牛犢”

的出現。上帝是我的見證！我的一切警告都已發出，它們

肯定會出現，因為它們出自榮耀與威權之手。你要祈求上

帝保護你，免得遭受這些人的傷害，並且還要擺脫剛愎者

的含沙射影。然後為弘揚聖道而挺直腰桿，不要顧及巴揚

之民的說辭，因為他們確實不能、也無法理解此威嚴時

刻，至大宣告啟示的聖道之真諦。我如此啟發你，為你的

心靈澆灌靈性，以使你免受人間的影響。 

上帝的榮耀降賜於你，也降賜於那些諦聽你——因愛戴你

主上帝而說出——的話語之人，降賜於篤行上帝之道的

人。一切榮耀歸於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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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賽義德·邁赫迪-代哈吉書簡 

祂是至聖者、至偉者、至尊者、至高者 

我的聖名啊！你要讚美上帝，因為祂仁慈地欽選你成為慷

慨甘霖，澆灌我播種於這神聖純潔土壤裡的種子，使你成

為憐憫之春，培育我栽種的奇妙崇高之樹。存在界所有創

生物的恩寵何其大矣，沒有什麼可以與其相匹配。我還讓

你從仁慈之主的天賜之杯中暢飲宣說之佳釀，這佳釀不是

別的，正是這聖舌——它一開口，復甦整個創造界，啟動

眾生，讓神聖夜鶯盡展美妙歌喉。這是存在界一切居民的

活水源泉。 

我時常從搖曳在你主那大能者、無拘無束者的書簡上方的

聖枝，向你吹拂來自最憐憫者的甜蜜芳香。我以唯一真神

的公義為誓！假如一切可見與不可見之造生物都使自己朝

向祂，你會發現他們展翅飛向那至高目標——極界聖樹就

在這聖地高喊著：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 —那全能

者、普施者。 

你的福分可謂大矣，因為你已遍走上帝的一切土地，成為

巴哈之民的快樂與確信之化身。巴哈之民已放棄除祂之外

的一切，一心向著聖庭。這聖庭將其光輝灑向一切領域，

並以這涵蓋萬物之洋的波浪傾灑給他們——而你自己也藉

此而被浸潤。 

你的確領會了輔助上帝之意義所在，並且藉智慧和話語之

力奮起而實現之。曰：協助我便是傳揚我的聖道。此乃貫

穿所有神聖書簡之主旨。此乃上帝從古至今，今來往後恆

久不變的誡命。富有洞見之人啊，你們要對此理解。越出

了智慧界限的人無法理解聖書中規定的輔助上帝之意義。

曰：你們要敬畏上帝，不要在人類中播撒紛爭之種子。你

們要恪守你們的主——那全能者、全知者——對你們的命

諭。祂知曉勝利的真諦，並把真諦以話語的形式教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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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些心煩意亂、徘徊於懷疑之荒野的虛幻空想者永遠

都不能將其敗壞。 

我的聖名啊！讓一切造物再次暢飲這使海洋澎湃洶湧之聖

杯吧。然後在人心裡點亮這殷紅聖樹所燃起的熊熊火焰，

這樣，他們就能在所有宗教的信徒中奮起讚美和頌揚祂的

聖名。 

你的許多來函已經置於我的聖座前。我已將其詳閱，作為

我恩典之表徵。我已對你信中提及的每個人啟示了書簡，

它們將激發人們的心智，使其靈性躍然提升。我還一再使

你能夠傾聽天鳥的鳴囀，側耳靜聽夜鶯在枝頭盡展歌喉。

因此，聖筆在你的念記中開始移動，這樣，你就能夠藉這

話語之力告誡人類，而這神聖命定的話語之力就是祂榮耀

徵象的啟示者。 

天佑此高唱祂讚美詩之地，天佑此傾聽你主——那普施

者——慈愛天堂垂示之耳。 

你要將我忠告於你的，再轉達給上帝之僕，他們或許會戒

絕經書之母中所禁止他們的事。那些人的行事將在民眾中

引起混亂，的確遠離了對上帝及其聖道的輔助；他們在上

帝命定為一切書簡破曉之地的那部書簡裡，被歸入挑撥離

間者。 

曰：倘若願意，我只需憑一詞之力便能贏得聖道之勝利。

祂確然是無所不能者、統御萬物者。倘若上帝願意，天國

權能之森林裡必將出現無敵雄獅，其怒吼如雷鳴般震耳發

聵，響徹山谷。然而，我愛的天意凌駕萬物，我已命定，

須憑言辭和話語贏得全面勝利；我在世間各地的僕人亦藉

此成為神聖善德之受惠者。此誠為他們受賜上帝洪恩之標

誌。確然，你主是滿足一切者、至高者。 



 110 

曰：你要敬畏上帝，莫行讓我世上摯愛者傷心之事。本聖

筆——曾使榮耀聖筆揮舞於智慧和真悟之舞台上——如此

吩咐你。 

請代我向那些面容反射了巴哈之光的人致意，然後對他們

提及這讓義人的雙眼為之喜悅之宣說。上帝的榮耀降賜於

你及緊握上帝——那經文啟示者——的靈索之人。 

你要阻制那些地區的居民進行煽動之舉，避免衝突、紛爭

或別的製造麻煩之事。在這些日子裡，值得讚美之事就是

弘揚上帝之聖道。譬如，假若那些有追求之人致力於傳導

聖道，不久，那個地區的所有居民就會披掛信仰之斗篷。 

下述段落摘自一篇為加因人士納比勒啟示的書簡，任何人

若能體會這些文字之美妙，便能充分理解輔助之意義：話

語是一種力求具有影響力的精髓，同時須講究適度。所謂

影響力，有賴於話語之斟酌考究，而後者又要求心靈超然

和純潔。關於它的適度問題，這必須結合於神聖經書和書

簡裡所規定的得體智慧。 

我的聖名啊！話語必須具有穿透力。假如失去這一品質，

它就不會產生影響。這種穿透的影響力取決於純潔之靈、

無瑕之心。同樣，話語需要適度，否則，聽者不能忍受，

反倒會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適度可以通過將話語和神聖

經書及書簡裡記錄的神聖智慧相結合來實現。因此，當一

個人話語的真髓被賦予適度和智慧這兩大必備條件時，就

會卓有成效，成為轉變人類心靈的首要因素。此乃至高勝

利和天國統權之境界。達此境界就具備了傳導上帝聖道和

征服人類心靈與思想之能力。 

我的聖名啊！[話語]宣說之晨星在神聖啟示之黎明華光四

射，照亮了神聖經捲和書簡，以至宣說王國及理解之崇高

領域激動不已，欣喜若狂，與祂的璀璨聖光一同閃耀。但

是，人類的大多數卻渾然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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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與輔助主題之所以一再並將繼續流露於天意聖筆，原

因就在於警示上帝之友，免得他們參與引致衝突和混亂的

活動。他們均應努力依照我闡明的方式輔助上帝的聖道，

這只不過是祂特意授予其鍾愛者的恩典之表徵，他們中的

每個人都可能達到下述話語描述的境界：“任何人復甦了

一個靈魂，就是複甦了全人類。” 

世俗的統治權曾經並將繼續托庇於這個境界，其指定時刻

早已在上帝聖書裡命定。人確實由此認知，這將藉由祂的

威權之力得以彰顯。確然，祂是強力者、征服一切者、全

能者、全知者、全智者。 

聖潔靈魂須用心考量及思索傳導之方法。他們應背熟聖文

裡有關各意旨的段落和句子，以便在傳導時按場合之需引

用，因為這些神聖經文乃是至靈仙丹、至高至強之法寶，

其效能必令聽者心悅誠服，確信無疑。以我的生命為誓！

這個天啟具有這樣強大的力量，它對列國萬民都將起到磁

石般的作用。倘若有人停下來專心默想片刻，他將承認，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成為他的逃遁之地。 

《亞格達斯經》啟示的方式可以吸引和包含所有已定的神

聖天啟。天佑那些細讀它的人，天佑那些理解它的人，天

佑那些冥想它的人，天佑那些深思其意義的人。《亞格達

斯經》的內容範圍如此寬廣，甚至在所有人認知它之前，

他們就被囊括在內。不久，它至高無上之統權、它無處不

在之影響及其威權之偉大，都將彰顯於世。確然，你的上

帝乃全知者、全曉者。 

我的聖名啊！你要傾聽來自我御座方向的我的聲音。祂願

意時時提念你的名字，因為你已證明，你堅定地在人類中

頌揚祂的美德。的確，你主悅納忠誠，就像在創造界尋找

忠誠一樣，祂已將忠誠列於多數可嘉品質之首。確然，祂

是強力者和大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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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要知道，我已聽到你在與上帝——你的主、尊貴者、

寬仁者交流時，你對主的讚美。等待你的福佑何其大矣，

因為你為了支持這不可侵犯的、這強大和開明之聖道而忽

略了自己的事務。我祈願上帝將你的呼召變成磁石，吸引

存在界萬名之化身，眾生自發地聽從它。除祂之外別無上

帝——那尊貴者、卓越者、崇高者、最威嚴者、無上榮耀

者、最慷慨者、全知者、全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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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漢書簡: 明證書簡《致狼子書》 

本書簡是在“殉道者之王”和“殉道者之受鍾愛者”殉難

之後所啟示的，寄給了謝赫·穆罕默德·巴吉爾，此人被

巴哈歐拉斥為“狼”。巴哈歐拉在此書簡裡提及米爾·穆

罕默德·侯賽因，此人是伊斯法罕的主麻伊瑪目，綽號

“母蛇”，在迫害巴哈伊的過程中是謝赫·穆罕默德·巴

吉爾的幫兇。《致狼子書》是寫給謝赫·穆罕默德·巴吉

爾之子謝赫·穆罕默德·塔基-納傑菲的。 

祂是全能者、全知者、全智者 

因為壓迫者之手加害，仇恨之風已經席捲了巴薩方舟。巴

吉爾啊！你所判決的人，世界之書為之哭泣，所有宗教的

經書為之作證。深陷迷途的你確然被厚厚的帷幕所遮蔽。

以上帝本身為證！你對他們進行了宣判，而正是藉由他

們，信仰的地平線才被照亮。天啟的破曉之地及你主——

那最憐憫者——的聖道之顯聖們都對此作證，祂們在上帝

的正道上犧牲了自己的靈魂及所擁有的一切。上帝的信仰

因你的殘暴而到處哭泣，但你卻逍遙自在，洋洋得意。在

我心中，對你或對任何人都沒有仇恨。每位飽學之士都看

著你，那些跟你一樣的人顯然也陷於愚昧之中。如果你認

識到自己的所為，你就會縱身火海，或者棄家遁入山中，

或者呻吟嗟嘆，直至回到力量和全能之主為你命定之處。

你啊！其實不值一文，將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之帷幕撕碎

吧，或許你會看到知識之陽閃耀在這光輝地平線上。你已

將先知的遺留撕成碎片，但還自以為在扶助上帝的信仰。

所以，假若你的靈魂慫恿你，你就真的成了疏失者。你的

行為已經銷蝕了上天眾靈以及那些圍繞上帝——那萬千世

界之主——的聖道之人的心靈。那純潔者的靈魂因你的殘

暴而消殞，天堂居民在那神聖之地痛哭流淚。 



 114 

我以上帝之名懇求你公正裁決。當祂帶著真理來到他們中

間，猶太博士們有什麼證據來譴責祂——那上帝之靈？當

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帶著經書來到他們中間，法利賽人和

崇拜偶像的祭司們舉出什麼證據以否認穆罕默德？那經書

以正義來判斷真理和謬誤，它將世間之黑暗變成了光明，

令知曉穆罕默德之人的心靈狂喜。的確，在這個日子裡，

你出示了在那個時代愚蠢神職人員提出的同樣證據。祂—

—這至大監獄裡的恩典聖域之王——對此作證。你確已步

其後塵，不，比起他們，你的殘忍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你

卻自認為是在輔助信仰，是在捍衛上帝——那全知者、全

智者——的律法。以那作為真理的祂為誓！你的罪孽使加

百列呻吟，令上帝的律法垂淚。藉這律法，正義之微風吹

拂了天地間的一切生靈。難道你天真地臆想著你下達的判

決會帶給你益處？絕對不是，以萬名之王為誓！祂——按

照那部珍藏的書簡上記錄的，祂即是萬物的知曉者，見證

了你的損失。當你寫下判決時，你就受到你的筆的指控。

上帝——那至高者——的聖筆在其難以接近的境界裡已對

此作證。 

誤入歧途的人啊！你既沒有看見過我，也沒有同我有聯

繫，更沒有片刻陪伴過我。那你為何鼓動人們詛咒我？此

舉到底是自我慾望的驅使，還是奉你主上帝之命？假如你

是誠實之人，那就顯示出誠實的徵象來吧。我見證，你已

經將上帝的律法拋諸腦後，而被自己的慾望所左右。實際

上，沒有什麼為祂所不知曉。確然，祂是無與倫比者、全

曉者。疏失者啊！聽聽仁慈者在《古蘭經》裡的啟示吧：

“不要對每個遇見並問候你的人都說'你不是信道的人

'。” 祂掌控著天啟和創造之王國，祂已如此命定——如

果你是傾聽之人。你已拒絕了上帝的誡命，甘受自我慾望

的擺佈。所以，粗心大意、疑慮重重之人啊，你有難了！

既然你否認我，那你還有什麼證據來證明你所握有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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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上帝舉伴且背離祂的統權——祂的統權囊括萬千世

界——的人啊，你拿出證據來！ 

愚蠢的人啊！須知，掌握真學問者乃是承認我的天啟，暢

飲我的知識之洋，翱翔於我的愛之天境，除我之外捨棄一

切，矢志不渝地恪守我神奇宣說之王國所垂示者。確然，

這樣的人如同人類之眼，如同註入一切創造物軀體之生命

之靈。讚美歸於至仁至慈者！祂使他開竅，使他挺身服務

祂非凡宏偉的聖道。確然，這樣的人必得上天眾靈的保

佑，並經由安居莊嚴聖帳的他們，暢飲以我的聖名——全

能者、全權者——封印之酒。巴吉爾啊！假如你是擁有這

一崇高地位之人，那麼就顯示出來自於上帝——那萬千世

界的創造者——的某個表徵吧。假如你承認自己的無能，

你就會控制自己的慾望，復歸你的主，這樣，祂或許會寬

恕你曾經使極界聖樹的葉子焚毀、令聖岩哀號、令真悟之

人哭泣流淚的罪惡。因為你的緣故，神性帷幕被撕成碎

片，方舟沉沒，母駝殘跛，聖靈在其至高居所呻吟。祂已

帶著上帝的見證，以及你和世人都擁有的祂的徵象來到你

的面前，而你為何還要同祂爭辯？睜開你的眼睛吧，你可

以看到本蒙冤者在上帝——那至高無上者、真理、光輝

者——意誌之地平線上熠熠生輝。敞開你的心靈之耳吧，

你能聽到由上帝——那全能者、施善者——所培育的那棵

極界聖樹在說話。確然，儘管這聖樹因你的殘暴和你同儕

（chái）的作惡而遭罪，但它還是大聲呼喊，召喚所有人

朝向塞德拉圖-蒙泰哈和至高界域。凝望至大徵象的靈

魂，以及傾聽祂至甜聖音的耳朵，有福了；背離者和作惡

者，有難了。 

背離上帝的人啊！假如你以公正的目光看待極界聖樹，你

就會看到它的枝、幹、葉上有你刀劍之傷痕，雖然上帝造

生你為的是承認此聖樹的意旨，為其效力。深思吧，或許

你會認識到你的罪惡，從而被歸入悔悟者之列。你以為我

懼怕你的殘忍？你要知道並且確信，從至尊聖筆在天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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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的第一天起，我就在上帝——那崇高者、非凡者——

的聖道上獻出了我的靈魂、我的軀體、我的兒子和我的財

產，並且在萬物與至高眾靈中以此為榮。在此正道上降臨

於我的一切均對此作證。我對上帝發誓！我的心已銷蝕，

我的軀體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的血已灑出，而我的眼

睛仍然凝望著他們的主——那見證者、洞察一切者——慈

愛的地平線。苦難愈大，巴哈之民的愛就變得愈深。最憐

憫者在《古蘭經》裡降賜的經文證明了他們的忠誠。祂

說：“你若真誠，就當渴望死亡。” 誰會受寵呢，是隱

身於帳幕後的人，還是將自己奉獻給上帝的聖道者？你要

公正決斷，不要做徘徊於謬誤之荒野的困惑者。他們對最

憐憫者愛的活水如此迷戀，以至無論世上的武器抑或各國

的刀劍都無法阻止他們面向其主——那賜予者、慷慨者—

—的恩惠之洋。 

以上帝為證！苦難未能使我喪失勇氣，神職人員的否認也

無力削弱我。我在人們面前已經說過此話，而且仍然要

說：“恩典之門已經敞開，作為正義黎明的祂已經帶著來

自於上帝——力量與威權之主——的明顯徵象降臨！”來

到我面前，你就能聽到儀姆蘭在智慧的西奈山所聽到的奧

秘。祂——你主仁慈上帝之天啟的破曉地——從祂至大監

獄如此命諭你。 

處於首腦領袖地位令你感到驕傲嗎？你要詳讀上帝對至高

統治者——土耳其蘇丹——的啟示，就是他將我監禁在這

強固的堡壘中，如此，你就能夠得知上帝——那唯一者、

獨一者、全曉者——命定的本蒙冤者的狀況。你樂意把那

些卑鄙無用的人當成追隨者嗎？他們就像他們之前的那類

人那樣支持你，他們步亞那的後塵，沒有任何明證確據，

就對聖靈進行宣判。 

你要細讀《篤信經》以及最憐憫者降賜給巴黎王及諸如此

類人的書簡，你就會知曉過去發生之事，從而相信我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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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秩序井然之地製造混亂。我完全是為了上帝而忠告祂

的僕人。讓渴望朝向祂或背離祂的人各行其是吧。確然，

我仁慈的主乃滿足一切者、普世讚美者。眾神職人員啊！

當今是這樣一個時代：對受造界的眾生而言，上帝已使該

聖名成為祂聖道的顯示者，祂至為卓越頭銜的啟端。除了

藉此聖名之外，萬物中無任何一物、萬名中無任何名號能

對你們有益。接受最憐憫者的芳香、被列為堅定者的人，

有福了。在這個時代，你的知識對你不會有益，你的技

藝、財寶和榮耀同樣如此。將一切都拋在腦後吧，將你的

臉朝向至高聖言——藉由它，聖經和聖書以及這篇明晰書

簡得到明確闡述。眾神職人員啊，拋棄你們的無謂幻念和

虛妄臆想之筆所杜撰的東西吧。以上帝為證！知識之陽已

經閃耀在篤信之地平線上。 

巴吉爾啊！你要閱讀並牢記古時你族人中的一位信徒所說

的：“當祂以你主的徵象來到你們面前時，你們會因為某

個人說我主是神而殺死他嗎？如果他說謊，那麼他說的謊

[的罪過]由他負擔。倘若他所言屬實，那麼他警告你們的

[災難]就會降於你們。的確，神不引導放肆和說謊的

人。” 

陷入迷途之人啊！假如你懷疑我的行為，那麼你要知道，

在天地被創造之前，上帝自身見證的，我也見證：除祂之

外別無上帝，那全能者、普施者。我見證祂是其真髓的唯

一者，祂屬性的唯一者。全宇宙中無有與其比肩者，所有

造物中沒有祂的伙伴。祂已派出其信使，降賜其聖書，以

使他們能夠對祂的造物顯示神聖正道。 

難道沙阿知道你的行為後，會選擇熟視無睹嗎？難道他已

經被群狼——這些狼已將上帝聖道撇在背後——的嚎叫所

嚇壞，並且沒有任何明證和經書就追隨你嗎？我聽說波斯

各省已被飾以正義，但細察之下，發現它們是暴政之起源

和不義之開端。我看到正義陷於暴政的魔掌。我祈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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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威力及統權之力解救正義。確然，祂覆庇天地萬物。

沒有人有權力就聖道上發生的事，去反對誰。凡面向至高

之天界者，當牢牢執緊耐心之繩索，當信賴上帝，那救苦

救難者，無拘無束者。上帝的摯愛者啊！你當暢飲於智慧

之甘泉，行走於智慧之花園，翱翔於智慧之天空，以睿智

與雄辯侃侃而談。你主——全能者、全知者——如此命諭

你。 

巴吉爾啊！不要仰賴你的榮耀及你的力量。你正如山頂的

最後一抹陽光，按照上帝——那擁有一切者、至高者——

所命定的，它很快就會消逝。你以及如你之輩的榮耀已被

剝奪，這確為唯一者在書簡之母中所命定。那與上帝作對

者，如今可曾見到？那否認祂的徵象且背離祂統權的，如

今又在何處？那殺死祂的揀選者並嗜祂聖徒之血的人，如

今安在？愚蠢的懷疑者啊！細細思量，或許你能嗅到你行

為的氣息。因為你，使者悲嘆，純潔者大聲哭叫，各國一

片荒蕪，黑暗籠罩各地。眾神職人員啊！人民因你們而墮

落，伊斯蘭大旗已被卸下，它強大的寶座已被顛覆。每當

明察者試圖堅守和提升伊斯蘭教時，你們就會大聲喧嚷，

那人就因此而不得實現其目標，與此同時，那國土也凋敝

敗落。 

看看土耳其蘇丹吧！他不希望戰爭，但爾等卻是好戰。當

戰火燃起，越燒越旺，政府和人民都會因此而遭殃。每個

公正和富有洞察力之人都為此作證。戰爭災難變得如此巨

大，以致其硝煙籠罩奧秘之地及其郊野；在致蘇丹書簡裡

的啟示，已然顯而易見。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者

在聖書裡已經如此命定。 

我的至高聖筆啊！不要再提此狼，而要記著那母蛇——他

的暴政令萬物呻吟，讓聖賢手足戰栗。萬名之主在此榮耀

界如是告誡你，那純潔者因你的邪惡而大聲哭叫，而你卻

自視為上帝使者的族人！因此，脫離上帝——過往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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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之主——的人啊，你的靈魂如此慫恿你。母蛇啊！你

要公正審判。因何罪過，你要咬痛上帝使徒後裔並劫奪他

們的財產？難道你拒絕祂——通過“有！那物就有了！”

的命令創造了你的上帝？你既不像阿德人對待呼德，也不

像賽莫德人對待撒立哈，更不像猶太人對待上帝之靈——

那萬物之主。你主的徵像一從聖道之天宇頒降下來，世界

所有書卷都對其屈身折服，難道你要否認這些徵象？疏失

流浪之人啊，深思吧，或許你會明白自己的行為。不久你

就會遭遇懲罰，就像你以前的其他人遭受懲罰那樣。為有

形與無形之主上帝舉伴的你啊，你等著吧！這是上帝通過

祂使者之舌已經宣告的日子。深思吧，或許你能懂得最憐

憫者在《古蘭經》和本書簡中所啟示之事。這是天啟之黎

明降臨之日，祂帶著無法數清的昭然表徵。這是每個被賦

予洞察力的人發現最憐憫者在創造界吹拂的芳香的日子，

每個有洞見之人迅疾奔向祂主——那萬王之王——仁慈的

生命之水的日子。疏失之人啊！那犧牲的故事再次被講

述，準備獻身之人的腳步已經奔赴犧牲之地，因你手之所

為而不再回頭，執拗的仇恨者啊！你以為殉道就能貶抑這

聖道嗎？以上帝的天啟寶庫為證，絕非如此！唯願你屬於

領悟者之列。你這為上帝舉伴的人啊，災難降臨你！那些

缺乏明顯徵像或聖書無清晰確認卻奉你為頭目的人啊，災

難降臨於你們！你面前的壓迫者何其之多，他們群集起來

想要熄滅上帝之火；多少不虔敬者殺人越貨，直至人們的

心靈因其殘暴而呻吟！正義之陽被遮蔽，因為暴政之化身

穩坐於仇恨之王座，人們卻不知曉。使者之子已被殺害，

財產已遭掠奪。曰：難道在你眼中，他們的財富或其本身

曾經否認上帝？被面紗遮蔽而不得目睹上帝之愚昧者啊！

你要公正判決。你熱衷於暴政而棄絕正義；一切造物都因

此而悲泣，你卻仍然剛愎任性。你處死老者，掠奪年輕

人。你想過沒有，你通過罪惡手段搜刮而來的一切，你會

用得上嗎？以我為證，你絕對沒有想過！明察一切的祂如

此告誡你。以上帝為證！無論你所擁有的，抑或你借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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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聚斂的財富，都對你一無所用。你的主——那全知者—

—對此作證。你起而撲滅聖道之火；不久，你自己的火焰

也將奉祂的諭令而被熄滅。確然，祂是力量和威權之主。

世事變遷、各國列強都不能挫敗祂。祂隨心所欲，並藉其

統權之力隨意命定一切。想想那母駝吧，她雖為獸類，但

最憐憫者卻將她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連世人之舌都念

記她、讚美她。確然，祂覆庇天地一切。除祂之外別無上

帝——那全能者、非凡者。因此，我以我的話語之陽裝飾

我神聖書簡之天宇。目睹並被其光輝照亮的人，有福了；

躲避祂、否認祂、遠離祂者，則有難了。讚美歸於上帝—

—那萬千世界之主。確然，祂覆庇天地一切。除祂之外別

無上帝——那全能者、非凡者。因此，我以我的話語之陽

裝飾我神聖書簡之天宇。目睹並被其光輝照亮的人，有福

了；躲避祂、否認祂、遠離祂者，則有難了。讚美歸於上

帝——那萬千世界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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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德經: 聖約經 

雖然榮耀之境絕無俗世之虛榮，但我仍從信任和順從之寶

庫中將一項卓越和無價之遺產贈與我的繼承人。我未遺贈

世間財富，亦不為其繼承處分事宜費心勞神。上帝作證！

世間財富之中潛藏著恐懼，隱匿著危險。你們須回想並思

考萬恩者在《古蘭經》裡的啟示：“凡造謠誹謗者，囤積

財富並愛財如命者，必蒙大難。” 塵世之財富轉瞬即

逝，所有必定消亡及變更者皆不且永遠不值得關注——除

了在公認的限度之內。 

本蒙冤者之所以畢生承受苦難，之所以啟示神聖經文並昭

示諸證據，唯圖撲滅仇恨和敵意之火，使和諧之光照亮人

心之地平線，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寧。自神聖書簡之破曉

地，本宣說之陽華光普照，人人皆應對之凝神端視：世人

啊，我告誡你們，凡能提升你們地位者，皆須奉行不移。

你們當誠心敬畏上帝，堅定行走正道。我真切地說，唇舌

當用於揚善，勿以妄言玷污之。上帝對既往者概不追究。

因此，從今以後，每個人說話皆須適宜得體，摒絕詆毀、

辱罵及傷害人心之言。人的地位是高貴的！不久前，自我

榮耀聖筆之寶庫流淌出這句崇高之言：偉大和福佑歸於本

時代——一個人類的天賦潛能盡數顯現之時代。若能恪守

正義和真理，堅定不移地行走聖道，人類必享高貴之地

位。在萬恩者眼裡，真正的人猶如蒼天；日月乃其慧眼和

聰耳，繁星乃其光彩奪目之品格。至尊地位非他莫屬，其

影響力可教化世間芸芸眾生。 

在本時代，凡吸入祂聖袍之芳香、以純潔心靈朝向萬榮之

啟源的易受靈魂，必由殷紅之書確認為巴哈之民。你們當

以我的名義端起我的慈愛之杯，在念記我的榮耀和神奇之

時開懷暢飲。 



 122 

居住塵世的你們啊！上帝的宗教旨在友愛與團結；勿讓它

成為敵意與紛爭之因。在明悟之士及目睹至高顯聖者看

來，凡有效保障和促進人類子民幸福與昌盛之法寶，榮耀

聖筆皆已透露。然而，由邪情和貪欲所滋生的世間愚蠢之

徒，卻對祂——那真正的全智者——的絕頂智慧熟視無

睹，其言行舉止皆為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所驅使。 

上帝所鍾愛並信任之人啊！列王實乃上帝權能之體現，實

乃上帝威力和財富之源泉。你們當為他們祈禱。神將塵間

統治權授予列王，唯留人心為其自轄領域。 

祂的經書明令禁止衝突和爭鬥。此乃本至偉啟示中一道上

帝之諭令。它經神聖既定，不可廢止，被祂授予其確認之

光華。確然，祂乃全知者、全智者。 

人人皆應襄助佩戴公平與正義之飾的威權之源及諭令之

泉。在巴哈之民中，統治者和博學者得享天佑。他們乃是

我僕人中我的託付者，是我子民中我的誡命之顯示者。他

們肩負著我那浸潤蒼生萬物之榮耀、福佑及恩典。就此而

言，《亞格達斯經》裡的啟示之言，實乃神聖恩澤之光自

他們話語之天際熠熠生輝，照耀四方。 

我的神聖分枝啊！一股強大力量、一種至高權能潛藏於存

在世界。你們當凝視它，須看重其統合之效能，忽略其表

象之差異。 

神聖遺囑者之遺願乃是：所有阿格桑、阿夫南及本人之眷

屬，皆須將其面龐轉向至大聖枝。你們須思量我在《至聖

經書》裡的下述啟示：“若我親臨之洋退潮，我啟示之書

封筆，你們須轉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屬意者，是發自本亙

古聖根之分枝。”該段神聖經文所指無他，唯至大聖枝

（阿博都-巴哈）。此乃我仁慈啟示於你們之大能遺囑，

我確然是仁慈者、全能者。確然，上帝已命定次大聖枝

（穆罕默德-阿里）之地位遜於至大聖枝（阿博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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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祂乃真正的命定者、全智者。如同全知全覺者之諭

令，我確定“次大者”次於“至大者”。 

人人皆須熱愛阿格桑，然而，上帝並未授予他們佔有他人

財物之任何權力。 

我的阿格桑、我的阿夫南及我的親屬啊！我告誡你們須敬

畏上帝，行可讚可嘉之為，做適宜得體及有助於提升你們

地位之事。我真切地告誡你們，敬畏上帝乃是使上帝之聖

道贏得勝利的至高統帥，而與此統帥最相稱的軍隊乃是正

直品格、純正與良好之行為，歷來如此，永遠如此。 

曰：僕人們啊！勿使維護秩序的方法成為紛爭之因，勿使

團結之工具成為不和之由。我殷切希望巴哈之民遵循此天

佑之經文：“曰：萬物皆屬上帝。”此崇高話語有如滔滔

之水，能熄滅暗燃於世人心胸的仇恨與敵意之火。憑此聖

言，相爭之親及互鬥之民會獲真團結之光。確然，凡祂所

言，皆為真理；凡祂所指，皆為正道。祂乃全能者、至尊

者、慈悲者。 

人人皆須以謙恭和敬重對待阿格桑，由此，上帝聖道便能

顯耀，上帝聖言便能弘揚。此諭令記載於神聖經文，且一

再重申。凡做到那神諭者——亙古之神——為其所命定的

一切者，必得福佑。你們亦須尊重神聖家族諸成員——阿

夫南及其親屬。我亦勸勉你們為世界各民族服務，為改善

世界而努力。 

眾望所歸的祂已垂示旨在復興世界及拯救世人之諭令。你

們當洗耳恭聽榮耀聖筆之告誡。此乃最有益於你們者，勝

過世間之一切。我的聖榮及非凡之經書為此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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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之地書簡 

讚美歸於上帝，經由萬名圍繞之祂的蒞臨，給貝城賦予了

榮耀。塵世間所有原子對萬物宣告：上帝之至大聖枝，這

個偉大而美麗的天星——其亙古不變的奧秘——已自監獄

之城的大門後冉冉升起，在其地平線上熠熠閃耀，正趕赴

另一片土地。因此，在此監獄之城被憂傷籠罩之時，而另

一片土地卻洋溢歡樂。頌揚、無限頌揚我們的主，諸天的

塑造者和萬物的創造者。祂憑藉自己的威權打開監獄之

門，從前在書簡中所允諾的因此而得以應驗。祂確實能夠

為所願為，整個創造界都在祂的掌控之中。祂是萬能者、

全知者、全智者。 

凡祂足跡所到之處，凡欣然目睹祂尊容之美的慧眼，凡有

幸聆聽其召喚的聰耳，凡嚐到其愛之甘甜的心靈，凡因對

其念記而開闊的胸襟，凡表達對其讚美的筆端，凡載有其

著述之證據的書卷，皆受福佑、備享福佑。我懇求上帝—

—讚美和頌揚歸於祂——能讓我們有幸盡快與教長見面。

上帝確實是無所不聞者、全能者、隨時準備應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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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書簡節錄 

上帝見證，除祂之外別無上帝，祂是來自神聖啟示之天的

隱藏之秘密和難解之奧妙，祂的降臨在上帝聖書裡早有預

言，且已由祂的先知和聖使預告。藉由祂，各種奧秘已被

揭示，帷幕已撕碎，徵象與證據已顯現。看哪！祂現在已

被顯示。祂隨其所願而展露一切，祂腳踏塵世至高之地，

賦有超絕威權與力量。 

那位強有力者，有福了，他藉由其主，那統治全人類者的

聖名之力，必將打碎虛妄臆想的諸神。 

我的阿夫南啊！我樂意提及你的名字，以示我的恩典，從

而使我念記的甜蜜芳香將你吸引到我的王國，並使你親近

我的威嚴聖帳——它已藉這撼動一切根基的聖名之力而升

起。 

曰：大地之民啊！以上帝的公義為證！你們的主——那復

臨日的統御——在其聖書裡所應允你們的一切已經顯現。

要當心，免得世事變遷使你們背離祂，祂是那至高真理。

不久，那可見的一切都將毀滅，只有上帝，那萬王之王所

啟示的才可存續。 

曰：這是作出值得稱頌之為的日子，唯願你們明白。這是

榮耀上帝和闡明聖言之日，唯願你們理解。你們要捨棄世

間的流行俗務，切實奉行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

者——命諭你們的一切。那一天正在迅速到來，屆時，世

上一切珍寶將會對你們無用。聖名之主對此作證，祂宣

告：確然，除祂之外別無上帝，祂是至高真理、那不可見

之物的知曉者。 

我的阿夫南啊！你有福了，因為你有幸領受我的神聖經

文，吸入我天啟的甜蜜芳香，並且響應我的呼召，當此之

時，我的僕人和造物卻將經書之母拋於腦後，執拗地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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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的擺佈，公開指責我。輝煌之舌奉上

帝——那創造之主——的諭令，在宣說王國如此言說。 

你要藉由你主——那可見與不可見之擁有萬物者——的聖

名之力，堅持不懈、赤誠忠心地服務於聖道，維護賜予你

的地位。我以上帝的公義為誓！任何人若得知了人眼所不

明之物，必會如此狂喜，以至展翅飛向上帝，那已經出現

和將要出現的萬物之主。 

願祂的榮耀降賜於你，也降賜於那些親近上帝，並理解上

帝——那全能者、博愛者——尊貴之筆記錄在本書簡的一

切之意義者。 

我的上帝啊，一切讚美歸於祢，因為祢以黑夜後的黎明曙

光裝點世界，祂於此際誕生，預告了祢超絕威權之顯示者

的來臨，祢神聖本質之破曉和至高統御之啟示的降臨。諸

天的創造者和萬名之設計者啊，我懇求祢仁慈地佑助那些

托庇於祢豐沛仁恩、在世人中高聲榮耀祢的聖名的人。 

我的上帝啊！祢看見全人類之主被囚禁於祂的至大監獄，

高呼祢的聖名，凝視祢的面容，宣告那令祢啟示王國和創

造王國之居民狂喜的佳音。我的主啊！我看到自身被俘於

祢僕人之手，但祢統權的光華與無敵力量的啟示，依然在

祂臉上熠熠生輝，讓萬民確知祢是上帝，除祢之外別無上

帝。任何權勢者的力量都不能讓祢受挫，任何統治者的支

配地位更不能壓倒祢。祢借覆庇萬物之統權因其所意而所

為，借祢遍及整個創造界的諭令之力命定祢喜悅之事。 

藉由祢的天啟之榮耀、祢的威權之力、祢的統御和祢的崇

高，我懇求祢將勝利賜予那些奮力服事祢、輔助祢的聖道

以及在祢燦爛的容光前無比謙卑之人。我的上帝啊！讓他

們戰勝祢的敵人，堅定不移地為祢服務，這樣，藉由他

們，祢統權之證據就能確立於祢的領域，祢不可戰勝的力

量就會彰顯於祢的國度。確然，祢有力量做祢意欲之事；

除祢之外別無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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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光輝的書簡啟示於（巴孛）誕辰週年之際，所以你要以

謙卑精神吟誦它，並感恩祢的主——那全知者、全曉者。

你要竭盡全力服事上帝，這樣，你身上就會出現這樣的

事：在祂榮耀崇高的天國，你的念記將會萬古不朽。 

曰：我的上帝啊，榮耀歸於祢！求祢借祢徵象顯露之地，

借祢明顯表徵之啟示者，惠允我在任何情況下都緊握祢慈

愛天恩之繩索，緊抓祢慷慨之袍邊。然後將我歸入這些人

之列：世事變遷難以阻止他們為祢效勞、為祢盡忠，人們

的攻擊也無力阻礙他們頌揚祢的聖名，對祢讚美不絕。我

的主啊，仁慈地佑助我做祢喜歡和意欲之事。然後使我能

夠實現那讚美祢聖名、點燃祢愛火的作為。 

祢確是寬恕者、慷慨者。 

侯賽因啊！願上帝恩准你永遠熠熠生輝，以真理之陽的光

芒照耀四方，願你高歌上帝的聖名，這是最值得讚賞的行

為。 

想想那眾多靈魂吧，他們似乎有著強烈渴求，但當生命的

活水之洋在存在界翻騰澎湃，他們卻與之無緣，因為他們

未能放棄無謂幻念，未能自覺意識到祂——那一切知識的

神聖之目標。遭此失敗，乃因他們雙手的昔日所為。 

你要感恩於這塵世的鍾愛者，因為祂仁慈地佑助你在榮耀

的聖道中得到確認。你還要懇求祂使其鍾愛者在聖道中堅

定不移，因為挑撥離間者的煽動性文字廣為流傳，邪惡預

示者的喧鬧陣陣高漲。那些除上帝外拋卻一切，恪守力量

與威權之主對其命諭的人，有福了。 

願祂的榮耀降賜於你，降賜於承認並信奉這強大聖道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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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簡乃萬有之主自祂榮耀之地，降賜給那位相信上帝—

—那全能者、博愛者——之人。 

認知那眾所期盼者的旅人，聆聽那眾望所歸者呼召的探尋

者，以及相信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立自足者——的

博學之人，必蒙福佑。 

背離上帝之道的博學者的數量，何其大矣；而那些缺乏學

問但理解真理，並迅疾奔向祂，說“可見與不可見萬物之

主啊，讚美歸於祢”的人，亦何其多矣。 

以上帝的公義為誓！世界的地平線借至大熠日之光而燦爛

奪目，但芸芸眾生卻並未察覺。確然，祂是至高無上的真

理，祂在全人類面前展示。那在世人內心中宣告“確然，

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無論過去抑或將來都凌駕於萬物之

上的全能者”的祂對此作證。 

那使自己朝向祂，並被惠允覲見祂聖容之信徒，其福分何

其大矣；而背離上帝，追隨剛愎者和被遺棄者的不信者，

則有難臨頭了。 

朋友啊！在《巴揚經》裡，我吩咐在這至大天啟中，人人

都要以自己的眼睛觀看，以自己的耳朵聆聽。但是，當塵

世的地平線被這天啟的燦爛光芒照亮時，許多人卻忘記此

神聖誡命，看不見這神聖訓諭，讓自己沉浸於自己的空想

之中。的確，正義與公平之陽的面龐被愚昧者構思的虛妄

臆想之雲遮掩。所以黑暗之鳥的活動受到注目就不足為奇

了。借至愛者聖名之力，你要邀約易受靈魂面向上帝聖

庭，這樣，他們或許就不會失去生命活水之天泉。祂的確

是寬仁者、赦免者。 

讚美與榮耀歸於上帝，祂的慈愛目光永遠關注祂的鍾愛之

友；確然，祂是知曉和念記的唯一者。 

賈瓦德啊！這個日子如此偉大，以至此刻充滿了騷動，而

一切神聖經書都對此刻的強大威嚴作證。在這個日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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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莊嚴地見證祂的榮耀，神聖天平感動得放喉高歌。在

這個日子裡，綏拉特橋大聲呼叫：“我就是正道。”西奈

聖山也呼喊著：“確然，天啟之主已經來到。” 

因為沈溺於腐敗的慾念，世人發現自己已麻木不仁。因

此，無緣目睹上帝的奇妙徵象，被阻止達於至高目標，從

而失去了神聖恩典的慷慨潤澤。 

上帝之民理當寬容。他們應該根據聽眾的具體理解程度和

能力，傳授上帝的聖言。這樣，人類之子或許能夠從疏失

中被喚醒，使自己面向這天際，它比一切天際要更崇高。 

賈瓦德啊！上帝一直且將繼續賜予你多重恩典。讚美歸於

上帝！你已經受到庇護，免遭那至大恐怖之害，並且成功

接近至大恩惠。當此之時，所有人都受阻於外在的榮耀帷

幕——今日之神職人員——而未認知那永恆之王。你要像

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維護這無上榮耀聖筆宣布的見證，

藉由祂——那整個創造界的摯愛者的聖名之力，竭盡全力

保護它，如是，這崇高榮耀就能抵禦盜賊的眼睛和雙手。

確然，你的主是闡釋者、全知者。 

請向那個地區的所有鍾愛之友轉達本蒙冤者的問候，讓他

們牢記我奇妙崇高的念記，這樣，他們或許能夠放棄世間

的一切現行事物，從而留心與上帝有關之事，永遠滌除不

適宜的舉止和追求。 

願全能者、全智者的榮耀沐浴你及與你相關的人。 

我念記此人，在我從超絕榮耀的巔峰發出呼召時，他便被

呼召所吸引，並使自己面向上帝——那創世主。他被視為

傾聽並響應其主呼召之人，而這時，世人正被明顯的層層

幕紗所蒙蔽。他見證上帝已經證明的一切，並承認，相信

那輝煌之舌的宣說。萬名之主在此奇妙書簡裡，亦對此作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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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至尊聖筆啊！以我的名義賜予他有關上帝——那強力

者、全能者——為他保留的令人喜悅的佳音吧。的確，他

在多數時間裡都被諸多不幸所困擾，確然，他寬仁的主是

唯一者，是領會和知曉一切者。你應當無比快樂，欣喜萬

分，因為本蒙冤者已經面向你，以前提念過你的名姓，在

此非常時刻又念及你。 

以我的聖名問候我鍾愛的朋友，並向他們轉達他們的主—

—那賜予者、普施者——仁慈恩惠之佳音。我從這至高境

界向這些信眾致意：他們緊握確信之柄，並暢飲他們的

主——那全能者、普世讚美者——恩惠之手中的堅毅之佳

釀。 

在這個日子裡，聽覺高聲喊道：“這是我的日子，我聽到

了來自我主——明晰者、傾聽者——監獄裡的美妙聲

音。”視覺高喊著：“這的確是我的日子，因為我看到了

奉祂——那命定者、全能者——命諭而璀璨閃耀的壯美黎

明。”聽到那“看，你將看到我” 之耳，有福了；凝視

那從光輝地平線上升起的奇妙徵象之眼，有福了。 

曰：眾統治者、博學者和智者啊！應許之日已經來臨，萬

軍之主已經顯現。你們當因此無比幸運而興高采烈、欣喜

萬分。因此，你們要藉智慧和言語之力輔助祂。那位唯一

者總是如此告誡你，祂宣告：“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

帝，我是全知者、全智者。” 

願祂的榮耀降賜於你們，降賜於那些同你在一起的人，降

賜於愛戴你、傾聽你讚頌這大能和超絕天啟之人。 

承負我的聖名，即猶得[恩惠]之人啊！我的榮耀降臨於

你。你要傾聽你從前曾經聆聽之事——那時，見證之陽正

在伊拉克地平線上璀璨閃耀，巴格達充當了你主——那崇

高者、大能者——之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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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證，你已傾聽了上帝的旋律和祂甜蜜的語調，聆聽了

天啟之鴿的咕咕聲，聽聞了忠誠夜鶯傾瀉於榮耀聖枝上的

音符：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 —那無與倫比者、全

曉者。 

承負我聖名之人啊！上帝仁善之目光一直並將持續關注著

你。你在祂的尊前聽到了唯一真神——尊貴歸於祂的榮

耀——的聲音，看到了神聖知識明燈的昭然光輝。思忖片

刻吧！作為至高無上的真理，祂的宣說何其崇高，人們的

無謂爭辯何等可憐！妄念的積垢充塞人耳，使其難以聽見

上帝之聲，人的學問和虛妄空想之帷幕使其眼看不見祂聖

容的明亮光輝。我以威權與力量之手臂將無數靈魂救出了

即將毀滅的絕境，使其達至榮耀之黎明。此外，我還昭示

了神聖奧秘，以最明晰的語言預言了未來事件，無論不信

者的懷疑、剛愎者的否認，還是疏失者的流言蜚語，都不

能阻止尋道者邁向唯一真神之光源。然而，有些人得了癲

癇般狂熱，另一些人則如空心樹樁一般易毀。他們拋棄至

高者上帝——在祂單單一句啟示面前，古往今來的一切經

書皆會黯然失色，變得卑微而無意義。他們心係於虛假流

言，依循於無稽之談。 

你委實暢飲了我宣說之洋，見證了我智慧之陽之璀璨光

芒。你還聽見了無信仰者的話語——他們既不理解信仰的

基本要義，亦未品嚐借我聖名——那救苦救難者、自立自

足者——之力而啟封的佳釀。你要祈求上帝，這樣，賦有

真悟之信徒們就會被仁慈地賜予能力，去行令祂喜悅之

舉。 

儘管有這般高聲呼召，儘管顯現了這至為奇妙的天啟，我

還是注意到多數人對世俗浮華情有獨鍾，因普遍的疑惑和

邪惡的鼓譟而極度灰心不安，這何等奇怪！曰：此乃上帝

自己的時代；你要敬畏上帝，莫成為不信祂的人。你要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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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稽之談，以我之眼關注我的天啟。神聖的經書與聖

典、書卷與書簡都對你如此勸誡。 

你要奮起服務你主的聖道；告訴人類有關這燦爛明燈的令

人欣喜之佳音，上帝通過其先知和聖使宣告了這明燈之顯

現。你還要告誡大家遵照祂的諭令，務必謹慎，並以上帝

的聖名忠告他們：“在上帝的日子裡，人人都要審慎行

事，無比堅定，為傳揚聖道而獻身。假若他發現一塊淨

土，就要播種上帝聖道之種子；若無淨土，則最好保持沉

默。” 

不久前，這至榮聖筆在殷紅之書裡啟示了這至高聖言：

“神聖智慧之天由磋商和憐憫這兩顆光體照亮。”懇請上

帝，讓人人皆能奉守此千鈞聖語。 

某些人似乎完全喪失悟性。他們緊握無謂幻念之索，卻妨

礙了自己把握那確信之柄。我以自己的生命為誓！假如他

們稍微公正地深思那普施者所降賜之啟示，皆情不自禁地

會說：“確然，祢是真理，那昭著之真理。” 

任何情況下你都要凝視唯一真神，努力服務於祂的聖道。

當記得，你曾在榮耀聖帳裡與我結交，並且聽到我說出與

上帝交談的祂（摩西）在神聖知識的西奈聖山上所聽到的

話語。我如此慷慨地佑助你，讓你認知真理，並向你發出

提示，因此你要對慷慨的主感恩。你要藉我的聖名——全

能者、忠實者——捍衛這崇高地位。 

請代我向我的鍾愛者致意，使他們聽到我的甜蜜之音。那

在過去曾吩咐過你的唯一者再次如此叮囑你；我的確是命

定者、全曉者。願榮耀降臨於你，降臨於聆聽你關於這偉

大聖道的話語，以及為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而愛

你的人。 

海達爾啊！本蒙冤者聽到了你服務於上帝聖道時發出的高

亢之聲，清楚意識到祂的愛在你內心激起的喜悅，以及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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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鍾愛者遭受的劇痛。我對仁慈之主發誓！整個世界都籠

罩於悲痛之中，人類則因懷疑和紛爭而陷於迷惘困惑。上

帝——那萬名之主——子民遭受敵人的如此嚴重困擾，以

致至尊樂園都在悲嘆、至高天國的居民以及日夜環繞聖座

之人也在痛苦呻吟。 

阿里啊！災難與不幸無力限制你主——那最憐憫者。的

確，祂已挺身衛護上帝聖道，以至世上任何強力或者各國

的暴政都不能嚇倒祂。祂在天地間大聲疾呼：應許之日已

經來臨，那創造之主宣告：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

那全能者、普施者。 

阿里啊！不成熟者想以其口吹滅上帝之燈，以其行為撲滅

燃燒之灌木叢的火焰。曰：你們這些妄想的化身啊，你們

的困境委實可憐。你們要敬畏上帝，不要拒絕光耀天下的

上天之恩。曰：那隱秘聖名之闡釋者已經顯現，而你們確

定知曉祂。神聖經書預言的那位已經降臨，你們對此能夠

解悟。世界的地平線已經被這至大天啟的光輝照亮。你們

要趕快，要心懷喜悅，莫要成為喪失理解力之人。指定的

時刻到了，人類俯首臣服。上帝的榮耀之僕對此作證。 

海達爾-阿里啊！我以上帝的公義為誓！巴揚的號角已經

按主——那寬仁者——的諭令吹響，天地間的一切都已消

失了，只有那些超脫凡塵，緊握上帝，那人類之主的靈索

者除外。這是神聖的日子，大地因你主的燦爛光輝而閃

耀，人類卻迷失於謬誤並且被帷幕籠罩。我渴望令世人再

生，但他們卻決定結束我的生命。這便是他們在這個日子

的意圖，這個日子因其主，即那全能者、萬能者、無拘無

束者聖容的燦爛光輝而閃耀。經書之母提高了它的聲音，

但人們卻失去了聽力。那永存書簡已經被真實地啟示出

來，但大多數人卻不細讀它。當其被降賜於他們之後，他

們卻拒絕上帝的慈悲恩惠，背離上帝——那不可見之物的



 134 

知曉者。他們緊緊抓住無謂幻念之袍邊，背棄了萬能上帝

的隱秘聖名。 

曰：你們這群神職人員啊！我憑藉上帝懇求你們，要公正

裁斷。假如你們稱得上榮耀住所之居民，那就拿出你們所

掌握的證明和證據來。你們要心向神聖天啟之啟端，那與

你們和世上其他宗族所擁有的所有經文、證據、見證、確

認和證明可以等量齊觀的，我便會在你們眼前揭示出來。

你們要敬畏上帝，不要成為被上帝——那創造之主——懲

罰的那類人。 

這是神聖的日子，當此之時，知識之洋潮聲迭起，湧現珍

珠。但願你們能夠知曉！巴揚之天宇確然已奉上帝——那

救苦救難者、自存者——之諭令冉冉升起。我以上帝為

誓！知識之精髓已經大聲說道：看哪！一切知識之源已經

降臨，上帝——那寬仁者、慈愛者——的聖書借祂的臨在

而被修潤。每一次仁慈的啟示，每一個美好恩賜的證據都

出自於祂，並且複歸於祂。 

愚蠢之輩啊！你們就要敬畏上帝，不加害於那些唯上帝之

意志為其意誌之人。假如你們聽從我的呼召，就不會為私

慾所左右，這一天正在迫近：屆時，現在尚可辨識之一切

事物都將毀滅，你會為自己未盡責事奉上帝而流淚。這銘

文書簡為此作證。 

你當興高采烈，欣喜萬分，因為我現在和過去都念記著

你。的確，這念記之甜蜜芳香永恆而持續不變，永遠伴隨

上帝那人類之主的萬千名號。我已仁慈地接受了你的奉

獻、你的讚美、你的傳導工作和你為這至大宣告所做的服

務。我還聽見你在會議和集會上發言了。確然，你的主傾

聽和洞察一切。我已在天國以我喜悅之袍服裝扮你，並且

從安全與和平之谷邊的極界聖樹——位於榮耀聖城之外的

光耀聖地——向你大聲呼喊：的確，除我之外別無上帝—

—那全知者、全智者。我造生你是為服事我，讚美我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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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弘揚我的聖道。為此你要全身心投入，藉由至高命定

者、亙古常在者之聖意而造生的人啊。 

在此時刻，我念記我的鍾愛者，於是便給他們帶來了這佳

音，其中富有上帝無盡的恩惠，以及我在明晰的聖書里為

他們所預備的。你們因為我的愛而容忍敵人的責難，在我

聖道上忍辱負重，忍受邪惡者向你們施加的極端殘忍行

為。我本身對此作證，我就是那全知者。有多少地方因你

們為上帝流血而變得高貴；有多少城市響起你們的悲嘆、

慟哭之聲；你們又有多少人被暴政之軍投入監獄。你們要

確信祂會讓你們勝利，在世界各民族中提升你們，在萬國

註目下昭示你們高貴的身份。確實，祂不會使其鍾愛者失

去獎賞。 

你們要留意，免得妄念體現者的行為令你們悲痛，或者每

個剛愎壓迫者的舉動令你們傷心。你們要藉祂聖名之威力

抓緊那堅毅之杯，借上帝——那強力者、全能者之統權從

中暢飲。因此，我的溫柔憐憫和慈愛之陽已經在這神聖書

簡之天際閃閃發光，以使你們感恩於你們的主——那全能

者、普施者。 

榮耀——從我宣說之天發出的黎明光輝——降賜於你們，

降賜於那些朝向你們，並傾聽你們口中宣說的這輝煌、莊

嚴天啟的話語之人。 

以上帝的公義為證！經書之母已彰顯，呼喚人類皈依上

帝，那萬千世界之主。與此同時眾洋在宣告：那至大之洋

已顯現，從它的波浪中人們可以聽到雷鳴般的呼聲：“確

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無與倫比者、全知者。 ”

樹林也喧嘩大叫：世界之子啊！極界聖樹之聲音清晰可

聞，榮耀聖筆之大聲疾呼響徹雲霄：你們當傾耳靜聽，莫

做疏失之人。太陽也在呼喊：你們這群神職人員啊！宗教

之天分崩離析，月亮化為碎片，世間各族各民聚集於一次

新的複活之中。你們要敬畏上帝，不要受惑於自己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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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要追隨祂，上帝，那全知者、全智者的神聖經書已

為祂作證。 

在這天啟裡，西奈山的事件已被重演，聖山上的交談者在

大聲疾呼：確然，眾望所歸者已經臨在，高踞於篤信之寶

座，唯願你們能夠察覺此事。祂告誡所有人注意益於提升

上帝聖道之事，並引導人類走向祂神聖正道。 

因上帝呼召而狂喜的被踐踏者，何其多矣！起而採取攻擊

行為，致使至高樂園之民悲嘆、榮耀住所之居者痛苦哀嚎

的統治者，何其眾矣！暢飲神聖天啟之佳釀的貧窮之眾，

何其大矣！又有多少富人背離和拒絕真理，聲言不信上

帝——這福佑和奇妙日子的主。 

曰：你們要敬畏上帝，繼而公正評判這至大宣告。一旦該

宣告發光生輝，在它之前的每一重要宣告都會鞠躬示敬。

曰：愚蠢之輩啊！你們若拒絕祂，又如何能證明你們對從

前的上帝聖使的忠誠，或者證明你們相信往昔祂從至大至

尊天國的降賜？財產對你們又有何用？財寶對你們又能提

供什麼保護？毫無用處，我以那遍布天地的上帝之靈發

誓。你們要拋棄那借無謂幻念和虛妄臆想之手所聚斂的一

切，緊握上帝以其驅策一切、不可侵犯的威權所頒降之聖

書。 

你的書函已經展現在本蒙冤者眼前，我特為你啟示此書

簡，這封書簡散發出你主——那慈悲者、慷慨者——仁慈

恩寵的芳香。我懇求上帝使你成為高高飄揚於祂念記之城

的一面旗幟，提升你在這聖道中的地位。上帝的忠誠者將

看到世上各族各民都在尋求這聖道的庇蔭。確然，你的主

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此外，我還要祈求祂以其聖書裡的

至美珍藏來哺育你。祂的確是傾聽和滿足呼求的唯一者。 

你要持之以恆，藉智慧和宣說之軍，這日益強大的力量輔

弼聖道。這是上帝——那寬仁者、普世讚美者的命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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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聖日信奉真理的信徒，以及心意已決不懼暴政之軍恐嚇

的人，蒙福佑了。 

從宣說之地平線上放射出的榮耀降賜於你，降賜於這樣的

信徒：他們憑藉自存者的聖名緊握祂封存美酒之聖杯，開

懷暢飲；而蔑視那些人：從前曾宣稱信仰唯一者，現在卻

拒絕祂，且妄議上帝在其珍貴古聖書中已經證明的這偉大

宣告的真理性。 

穆罕默德·侯賽因啊！你要準備接受上帝那萬千世界之主

所傾瀉的慈愛。最憐憫者已經惠允賜予你來自上帝——那

全能者、至高者——恩典之洋的知識珍珠。 

哪裡有能識別和察覺真理的富有洞見之人？哪裡能找到善

於聆聽我發自榮耀聖域的奇妙聲音的人？哪裡有如此面向

極界聖樹之靈魂，以至無論君王的強權抑或其臣民的暴

亂，都難以阻撓他在整個創造界通過智慧與宣說之力，大

聲肯定上帝的這一見證：確然，除我之外別無上帝——那

強力者、無敵者、全能者、全知者、全智者？ 

侯賽因啊！你的名字曾於至大監獄在本蒙冤者面前被提

及，所以我將這世上任何書籍都難以與其媲美的書簡啟示

於你。永恆之王對此作證；但多數人都屬於疏失者之列。

在此見證的破曉之地，我向創造界之所有居民發出呼籲。

人類之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對其主宣說的芳香如此著

迷，以至拋卻與人類有關的一切，渴望達至上帝——那強

大聖座之主——臨在之聖庭。還有一些人，他們痛苦迷

茫，動搖不定。另一些人則展翅高飛，去響應其主——那

亙古常在者的呼召。仍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躲避、拒絕真

理，終究不信上帝——那全能者、普世讚美者。而還有這

樣的人，他們如此殘暴地對祂宣判，使每一位明智而有辨

識力之人都深感痛惜。我仁慈地召喚他們奔向那真正的生

命之河，他們卻公然行不義之舉，下令讓我流血。於是，

智慧之陽從你主——那最憐憫者——宣說之地平線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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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沐浴它的光輝，就要讚美你主，且說：萬千世界的上

帝啊，我臣服感恩於祢。 

天佑你，天佑那些未被俗世及其浮華阻撓而毅然走向這光

輝地平線之人。 

請代我向我的鍾愛者致意。我忠告他們遵循我在奇妙聖書

裡所命諭的智慧。 

我的侍女，我的樹葉啊！你當興高采烈，欣喜若狂，因為

你的呼求已達於極界聖樹，你的呼求已有來自無上榮耀之

地平線的回應。確然，除了我——本蒙冤者、流放者——

之外，別無上帝。 

我已向人們彰顯了自己，揭示了聖道，引導全人類走向上

帝之正道，並且弘揚了律法，告誡了大家真正有益於其今

生來世之事；但是，他們還是宣判要流我之血，此事令天

女痛哭，西奈哀悼，忠誠之靈悲傷唏噓。 

在這些日子裡，人們步陷入迷途的無知者之後塵，從而妨

礙了自己承享那湧瀉的神恩。他們將神聖知識之洋拋卻於

身後，卻凝目於這類愚昧之人，他們聲稱自己滿腹學問，

卻沒有來自上帝——那人類之主——的任何證據支持。 

你有福了，因為你棄絕空想，緊握上帝的靈索，任何人都

難以將你同其分離。要深思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

—的仁慈恩惠。世上有多少國王和王后，他們雖然極度渴

盼、希望和等待著，但都被祂，那眾望所歸者拒之於門

外，唯有你如願以償。但願你有所成就，其芳香將如上

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之萬千聖名那樣回味雋永。

以上帝的公義為證！“我的侍女啊”這一頭銜遠遠勝過世

上那可見的一切。不久，人類的眼睛就會因認知我榮耀聖

筆的啟示而明亮和喜悅。 

上帝保佑你，保佑養育你的母親。要領會這一地位的價

值，如此奮起服務於祂的聖道，以至懷疑者的無謂妄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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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諷都難以抑制你堅韌的決心。篤信之陽燦爛閃耀，但世

人卻仍然沉湎於虛妄臆想。神聖知識之洋波起浪湧，人類

之子卻緊抓愚昧之袍邊。而若非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

耀——的無盡恩典，任何靈丹妙藥都無法治愈這些頑疾。 

請向那個地區的上帝侍女轉達我的問候，給她們帶去這令

人喜悅的佳音：祂的溫柔憐憫和恩惠已賜予她們。我為你

命定的地位確實崇高無比。你當義不容辭，讚美和感恩於

你的主，那普施者、最慷慨者。榮耀歸於上帝，那崇高

者、非凡者。 

祂是萬有的擁有者和天地寶座之主——祂的話語至為榮

耀。曾幾何時聽聞祂聖舌發出這崇高聖言：虔敬與超脫正

如傳導之天宇的兩盞至大明燈。達至這至高境界、這超絕

神聖和崇高居所之人，必蒙福佑。 

此為最憐憫者從宣說王國降賜於塵世萬民的書簡。傾聽並

接受的人，有福了；犯錯而又懷疑者，有難臨頭了。這是

由上帝聖容的燦爛光輝所照亮的日子——在這一日子裡，

輝煌之舌大呼：天國屬於上帝，那復活日之主。 

你的名字已在我尊前被提念，所以我惠允啟示於你，這是

世上任何人的口舌都難以表述的。你應興高采烈，歡喜雀

躍，因為你在這至大監獄被念記，亙古常在者之聖容從這

尊貴住所面向你。 

我的確顯露了征象，展現了無可辯駁的見證，呼召所有人

邁向正道。人類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背離和拒絕真理，

另一些人則無憑無據地對我宣判。最早背離我者乃當代世

界的精神領袖——他們高踞於自己的王座上，日夜呼求

我，念記我名。然而，當我向人們現身，他們卻如此起而

反對我，以致連石頭都痛苦呻吟和悲泣。 

你的福分大矣，因為當祂帶著無敵的力量和統權臨在時，

你傾聽祂的聲音，面向祂，接受祂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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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侍女啊，我的樹葉！你要對世界的摯愛者感恩，因為

當世上的博學者和最顯赫者失去這無限恩惠時，你卻有幸

獲得。我稱你為“一片樹葉”，意在你猶如樹葉一樣，被

上帝意旨——尊貴歸於祂的榮耀——仁惠之風吹拂，就像

那樹葉被狂風擾動。你要因此絕妙話語感謝你主。假如你

領略到“我的侍女啊”這個頭銜的甜蜜，你就會發覺自己

已經超然於全人類，日夜虔誠地與祂——那唯一的眾望所

歸者——交談。 

我以無比美妙的話語合宜地提及了這些樹葉和侍女，因為

她們已經暢飲了神聖恩典的生命之水，雙眼始終凝望著上

帝。她們的確快樂、有福了。不久，上帝就會彰顯她們的

地位——這地位如此崇高，無言可以適當表述，無語可以

充分描繪。 

我告誡你，要做那有助於在男女眾生中促進上帝聖道的有

益之事。祂的確聽到了朋友們的呼求，看到了他們的行

為。確然，祂乃聆聽者、見證者。 

上帝——那強力者、全知者、全智者——的榮耀降於你

們，也降於他們。 

上帝的侍女啊！請傾聽萬名之主的聲音，祂從其牢獄凝望

你、念記你。 

祂的佑助惠及每位旅人，祂仁慈地回應每位祈願者，祂授

予每位尋道者以進入權。在這個日子裡，正道已被昭示，

神聖正義之天平已經樹立，祂恩惠之陽無比輝煌，但暴虐

者的沉重陰霾猶如烏雲般湧現，在天恩之陽與世人之間設

置了重重障礙。撕碎阻隔的帷幕，被神聖天啟之燦爛光芒

照亮的人，有福了。想想吧，那些自視為智者和博學者的

人何其多矣！但在上帝的日子裡卻無緣於承享那浩蕩的天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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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樹葉啊，我的侍女啊！你要欣賞這福佑與溫柔憐憫的

價值，它們沐浴著你，引導你步入榮耀之黎明。 

請代本蒙冤者向這些侍女致意，她們崇拜上帝，並因確信

祂愛的天恩而內心歡愉。 

你要矚目萬物的智慧，因為這是一劑靈藥。它如何一再將

不信者變成了信徒，或化敵為友？遵奉智慧極為重要，因

為這一主旨已在祂——那神聖大同之光的顯示者——意旨

之蒼穹所啟示的無數書簡裡被闡明。作出相應行動的人，

有福了。 

你要持續將注意力集中於頌揚上帝的聖言。在這至大天啟

中，良好行為與可嘉品格被視為上帝之天軍，祂的聖潔之

言亦是這樣。這些天軍是人心之磁石，是開啟門戶之有效

工具。在世間的所有武器中，唯有它最為鋒利。 

你要懇求上帝，仁慈地佑助所有人，讓他們恪守祂那無上

榮耀之聖筆在聖書及書簡裡所記錄的一切。 

本蒙冤者的確念記他——那位面向無可匹敵者、全知者之

人，他見證祂的同一性，就像那無上榮耀聖筆在宣說之地

揮筆疾書所見證的一樣。認知其主的人，有福了；過犯嚴

重且多疑的人，有難臨頭了。 

人好比一棵樹，倘若結出累累果實，便值得讚美和稱道。

無果之樹只配做柴薪。人靈之樹的果實當屬精美無比，人

人渴求，至為珍貴。這些果實包括正直品格、善行與善

言。塵世之樹的春天一年一度，人類之樹的春天出現於上

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的日子。假若人類生命之樹

在這神聖之春掛滿果實，那麼正義之燦爛光輝就一定會照

亮世上所有居民，使人人在那全人類所冀望者的庇蔭下安

居樂業。這些樹所需的生命之水乃世間摯愛者發出的聖言

活水。在一個時刻，這些樹被栽種了，在下一時刻，其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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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就會蒙神聖恩惠之雨露的澆灑而高聳入雲。但乾枯之樹

過去或將來都根本不值一提。 

這樣的人有福了，他們是披覆竭誠努力之袍服，挺身伺服

本聖道之忠信者。這樣的靈魂已真正達到了渴望的目標，

已理解其被創生之目的。但很可悲的是，那些剛愎之人卻

猶如片片凋枯的樹葉掉落於塵土。不久，世俗狂風將把他

們吹向命定之地。他無知地到來，無知地逗留，又無知地

返回其歸宿地。 

這個世界不斷地發出這些話語：留心哪，我會轉瞬即逝，

我的一切外表與顏色亦是如此。你們若留意這世間的世事

變遷，你們就會從沉睡中驚醒過來。然而，卻沒有洞見之

眼去看，也沒有聆聽之耳去聽。 

在這個日子裡，內在之耳大聲呼喊：我的確蒙福了，今天

是我的日子，因為上帝的聲音在大聲呼召。願景之真髓疾

聲呼喚：我蒙福佑，這是我的日子，因為亙古美尊從至高

天宇大放光彩。 

巴哈之民理當懇請和祈求萬名之主，或許世人才不致於在

祂的日子裡失去洪恩。 

過去，神職人員對這個問題迷惘不解。祂作為至高無上的

真理，在其早年也聽到過他們反复詢問：“加伊姆將宣告

的聖言是什麼，竟會讓所有宗教領袖潰逃？”曰：那聖言

現在已被彰顯，你們在聽到它被宣說前就逃之夭夭，儘管

你們對此並未察覺。那蒙福的、隱秘的、潛匿的和珍藏的

聖言是：“祂”現在穿著“我”的衣袍顯現。隱匿於凡俗

之眼背後的祂高呼：“看哪！我是彰顯一切者。”這聖言

令不信者的手足戰栗。榮耀歸於上帝！過去的一切神聖經

書都證明了這聖日的偉大，這顯聖的偉大，祂徵象的偉

大，祂聖言的偉大，祂忠貞的偉大，祂卓越地位的偉大。

儘管有這一切，但人們始終對其漠然視之，被帷幕遮蔽。

誠然，所有先知都渴望達至這個日子。大衛曾問：“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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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我進堅固城？” 所謂“堅固城”就是阿卡，它有深溝

高壘的防禦工事，本蒙冤者就被囚禁於它的高牆內。《古

蘭經》亦有同樣的啟示：“把你的宗族從重重黑暗中引入

光明吧。你應當以真主的一些紀念日提醒他們。” 

在神聖經書和經典裡，這個日子被賦予的榮耀都已被明顯

提及和清晰闡明。然而，當代神職人員卻阻撓人們獲得這

超絕地位，不讓他們達至這榮耀頂峰、這至高目標。 

你有福了，因為虛妄臆想的黑暗無力阻止你接近篤信之光

輝，人們的攻擊未能製止你親近人類之主。你要欣賞這崇

高地位的價值，並且祈求上帝——尊貴歸於祂的榮耀——

眷顧你，使你能夠捍衛它。不朽統權獨屬唯一真神及其鍾

愛者，並且永遠繼續屬於他們。 

從永恆天際發出的榮耀降賜於你，也降賜於那些緊握上帝

靈索之人，任何人都難以將其分離。 

引領世人走向真正勝利的尊上已經來臨。以上帝的公義為

證！祂完全可以憑藉一詞一句而徹底變革世界。祂吩咐所

有人秉持智慧，祂自己也緊執忍耐與順從之繩索。 

塵世的泥團已經開始晉謁那華美、光明、殷紅的上帝之

城，波斯的某些密使們正密謀挑起事端，儘管表面上他們

假裝溫和謙恭。仁慈的上帝啊！這折磨世界的奸猾何時能

化為誠摯？上帝——那唯一真神——的勸誡播撒於世界，

但直至今日，其影響尚未彰明。人的不端行為妨礙其達至

祂尊前。我懇請上帝——讚美和榮耀歸於祂——從其神聖

恩典之雲端，將仁惠傾灑給祂所有僕人。確然，祂威力強

大，凌駕於一切之上。 

阿里·海達爾啊！是你挺身服務於我的聖道，努力讚美上

帝，那大能御座之主。對正義之象徵和公平之倡導者來

說，顯而易見的是：為天國超絕力量所強化的本蒙冤者，

正力圖在世界各族各民中消除混亂、不和、紛爭、分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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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正是為了這個偉大而重要的目標，祂一再被投進監

獄，有多少個日日夜夜，祂鐐銬加身。公正和公平地評判

這堅不可摧之聖道、這輝煌宣告之人，有福了。 

正是這封仁慈之主所降賜的書簡，使塵世之民能夠接近這

因祂威嚴聖名之力而澎湃之洋。人類之中有一些背離了

祂，且否認祂的證據；另一些人在祂遍及萬物的聖名榮耀

下暢飲了確信之佳釀。傾耳於烏鴉聒噪、拒絕聆聽永恆聖

樹枝頭天鳥的甜蜜鳴囀：確然，除我——全知者、全智

者——之外別無上帝，這些人則損失大矣。這是被我聖容

之光輝照亮的聖日，一切日夜圍繞著它敬拜。有洞見者以

及暢飲這波光閃耀聖泉的飢渴者，有福了。認知真理，真

誠努力地服務於他的主——那強力者、萬能者——的聖道

的人，有福了。 

凝注我面容的僕人啊！要傾聽你的主——那無量榮耀者—

—自輝煌莊嚴之黎明大聲發出的聲音。確然，祂的呼喚將

吸引你接近榮耀聖域，使你稱頌讚美祂，以此，所有造物

欣喜若狂；使你如此頌揚祂的榮耀，如此，整個造物界受

到感化。你主的確是保護者、寬仁者、全曉者。 

你要將那片土地的上帝之友集聚一起，讓他們認知我無與

倫比的念記。我已經為他們啟示了書簡，最憐憫者從中發

出的馨香吹拂著存在王國，他們大喜過望，在這奇妙的聖

道上矢志不渝。 

我在監獄裡啟示了一部書簡，我將其命名為《至聖經

書》。我在其中製定了律法，並飾之以你主的誡命——祂

對天地萬物都行使著管轄權。曰：世人啊，你們要恪守

它，並遵從其中由你的主——那寬恕者、慷慨者——所降

賜的非凡訓誡。它確然會使你在今生來世榮耀昌盛，並淨

化你身上不適宜於你的一切。祂的確是命定者、闡釋者、

給予者、慷慨者、寬仁者、普世讚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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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大福分了，因為你忠於上帝的聖約及其遺囑，鑑於你

藉此書簡而得榮耀，你的名字已被記錄於我永存書簡上。

你要獻身於服務你主的聖道，心懷對祂的念記，慶賀讚美

祂，以使所有頑固和疏失的靈魂都能因此而從昏睡中甦

醒。 

我屈尊將我的寵愛如此賜予你；我確然是寬恕者、最憐憫

者。 

我希望提及他，他已將面龐轉向我，並讓他再次暢飲我仁

慈天恩的賦生活水，以使他能夠接近我的聖域；飾以我的

屬性；翱翔於我的太空；獲得確認：使我的聖道的神聖性

在我子民中彰顯，慶賀讚美我，以使每一位猶豫不決的靈

魂加快腳步，每一個靜止的造物展翅高飛，每一個凡俗之

軀欣然捐軀，每一顆冰冷的心靈恢復生氣，每一個沮喪的

靈魂歡呼雀躍。如此一來，面向我的人就理應會進入我慈

愛的庇蔭之下，接受我遍及整個世界的經文。 

阿里啊！祂是神聖天啟的黎明，正在藉著這至為奇妙的宣

說呼喚你。以上帝的公義為證！假如你來到我聖座前，傾

聽威權與莊嚴之聖言，那麼，你就會犧牲你的軀體、你的

靈魂、你的全部存在，作為你愛上帝——那至高無上者、

保護者、全知者、全智者——的表徵；你就會如此激動地

迷戀於祂的聲音，以至任何筆墨都無力描述你的地位，任

何雄辯者都無望對其加以形容。你當深思這神聖天啟及其

無敵的威權；然後協助它以愉悅你主，那寬仁者、普施

者。你要指引人們走向榮耀的黎明。確然，正是祂安坐於

祂強大御座上。藉由祂，這至大監獄的天際閃閃發光；藉

由祂，天地間的一切都被照亮。 

我在過去及此書簡中都恭敬提及你的名字，以使你能夠再

次嗅聞最憐憫者的芳香。這只是我寵愛你的一種徵象。你

當感恩你主——那最慷慨者、洞察一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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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人們未能理解真道而悲傷。不久，你就會看到他們

轉向上帝——那全人類之主。我的確借至偉聖言之力庇蔭

了整個世界，上帝征服地上萬民之心的時刻就要來臨。祂

確然是全能者、萬能者。 

我還提念來自這片土地的你的兄弟，他會因此而歡喜，成

為沈思反省之人。 

朋友啊！摯愛者正從祂的至大監獄呼喚你，並告誡你遵從

我至尊聖筆在《至聖經書》裡的啟示，使你能以源自我的

決心和力量來恪守它；我確然是命定者、全智者。 

你的福佑何其大矣！因為祂無盡的恩惠已經賜予你，你受

助而認知了這個聖道——藉由它的力量，諸天被聚攏起

來，高峰峻嶺碎作塵埃。 

此外，借我無窮的恩惠，我還提念你的母親，她已被賦予

特別恩典而認知了上帝。我從這光輝之地向她致意。我念

記你們中的每一位，無論男女，我從這聖地——這無比榮

耀之現場——將你們所有人都視同一個靈魂，向你們降賜

那先於萬物的神聖福佑的喜訊，以及我對你們每個老老少

少的念記。巴哈之民啊，上帝的榮耀降賜於你們。藉由我

的念記，你們當無比高興和欣喜，因為祂的確時時刻刻都

與你們在一起。 

當傾耳聆聽聖靈給予你的來自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

存者——經文裡的一切，如是，祂的呼召就會吸引你達至

超絕榮耀之巔，使你接近那神聖之境界，你在這裡將看到

自己的整個存在都閃耀著上帝的愛火，以至無論統治者的

威權，抑或其附庸者的流言蜚語都難以將它撲滅，你將榮

陞於讚美你主——那萬名之所有者——的世人之列。 

我將為你描述以往發生之事，這樣，你就能察覺這宣說的

甜蜜，理解從前時代所發生的類似大事件。確然，你主是

告誡者、寬仁者、至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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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記住這些日子：與上帝對話的祂曾在荒野裡照料其岳

父葉忒羅的羊群。祂聽到了人類之主的聲音，這聲音來自

聖地燃燒的灌木叢，它大聲疾呼：“摩西啊！我確然是上

帝——你主和你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主。” 

祂對那聲音如此入神，致使自己超脫凡塵，向著法老及其

人民的方向出發，被賦予了主——那位對過去和未來的一

切行使主權者——的力量。世人現在正在聽著摩西曾經聽

到的話語，但他們並不理解。 

曰：我以上帝的公義為誓！不久，國家朝臣們的浮華和統

治者的權勢都將成為過眼雲煙，君主的宮殿將變成廢墟，

皇帝的壯觀樓閣皆化為塵土，而持續存在的將是我在天國

為你們命定的一切。人們啊，你們必須竭盡全力，這樣，

你們的名字才能在聖座前被提及，願你們的作為永遠被銘

記，如上帝——那所有存在之主——的永恆那般。 

請代我問候我在那片土地的鍾愛者，轉達我對他們的致

意，並以此喜訊——來自輝煌之境為他們而啟示——愉悅

他們的心靈。 

曰：你要留心，免得壓迫者強悍威勢令你驚慌。一切虛榮

象徵都將煙消雲散，這個日子正在臨近；然後，你們就會

看到你主的無敵威權主宰著可見與不可見的一切。 

當心啊，以免那些帷幕阻擋你承享祂今日傾灑的恩惠。你

要拋棄使你背離上帝之事物，堅持這綿延無盡的聖道。我

只渴望記載於祂永存書簡裡的有益於你的事物。我常常念

記我的鍾愛者；然而，我發現他們配不上其主——那寬仁

者、赦免者——恩寵的聖庭，除了上帝意欲豁免的那些

人。確然，祂有能力隨意而為。祂既施予又收回。祂的確

是永恆真理，不可見之物的知曉者。 

最憐憫者的鍾愛者啊！你們要抓住你們的主——那整個創

造界的擁有者——慷慨寵愛之手所賜予的永恆生命之杯，

暢飲裡面的佳釀。我對上帝發誓！這佳釀使你們如此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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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迷，你們將挺身頌揚祂的聖名，在世人中播揚祂的宣

說，並以你們的主——那萬能者、普世讚美者——的名義

征服人心之城。 

再者，我已向每個人宣告了我在《至聖經書》裡所啟示的

喜訊——從這聖書之天際，我誡命之陽照耀著每位觀察者

和被觀察者。你們要謹守它，並履行其中的啟示。的確，

這對你們來說勝過這世上被創造的一切，你們對此必須牢

記。你們要留心，免得人世中短暫的事務牽絆你們轉向上

帝——那唯一真神。你們要想想世界的衝突與變化，如此

才能明察其價值以及那些人的地位，他們曾醉心於它，而

後又背離我永存書簡裡所降賜的啟示。 

我已啟示了這些神聖經文，並將其發送給你，以使你能夠

奮起讚美上帝——那救苦救難者、自存者——的聖名。上

帝榮耀你，也榮耀那些共享這封印美酒之人。 

本蒙冤者在這至大監獄細讀了你的來函，獲悉了你詢問的

上帝有關復活和謀生方式的誡命。這些問題問得極好，因

為你自己以及上帝的其他僕人，都將於外在和內在方面從

中獲益。確然，你的主知曉一切，並樂意回應一切呼求。 

創世的至高目標無他，就是讓人類認知上帝。在這個日子

裡，任何人若受祂仁慈袍服之馨香的指引，獲准而進入那

太古聖所——認知神聖誡命之源及祂天啟之啟端，他就永

遠達至完滿。假若達到這個崇高地位，每個靈魂就肩負了

兩大職責。一個職責是在聖道中如此堅定不移，即使所有

世人都試圖阻止他轉向啟示之源，都徒勞一場。另一個職

責是恪守那來自祂驅策神筆之源的神聖戒律，因為除了恪

守祂所命定的及出自祂神聖經書的任何啟示之外，人對上

帝的認知都不可能臻於成熟和完滿。 

一年前，《至聖經書》從萬名之主的仁惠之天被降賜下

來。如果上帝願意，你將得到仁慈的惠助，去履行聖書裡

所啟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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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謀生手段，你在完全仰賴上帝的同時，還要從事某種

職業。祂肯定會降賜為你命定的上天恩寵。祂確然是威權

與力量之上帝。 

你要對上帝感恩，因為你的信函已經達至本囚徒的尊前，

答复已從神聖權威之御座上發出，並且正在降賜於你。這

是上帝惠賜的無可估量的福佑。雖然它目前尚不明顯，但

很快就會昭然若揭。你應當說： 

讚美歸於祢的聖名，主啊，我的上帝！我就是那面向祢，

並且完全仰賴祢的人。我求祢，借祢聖名——祢宣說之洋

曾藉此波浪翻滾，祢知識的微風曾因其而吹拂——惠允我

得到仁慈的佑助而服務於祢的聖道，並受到啟示而念記

祢、讚美祢。然後，從祢慷慨之天降賜於我，使我除祢之

外而遠離任何人，並使我得益於祢萬千世界裡的一切。 

確然，祢是強力者、不可接近者、至高者、知曉者、大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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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ḥ-i-Ḥikmat 
(Tablet of Wisdom) 

This Tablet was addressed to Áqá Muḥammad, a 
distinguished believer from the town of Qá’in, who was 
surnamed Nabíl-i-Akbar (see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Chapter 1: “Nabil-i-Akbar”). Another distinguished 
believer of Qá’in, Mullá Muḥammad-‘Alí, was known as 
Nabíl-i-Qá’iní (see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Chapter 
17: “Nabil of Qa'in”). In the abjad notation the name 
“Muḥammad” has the same numerical value as “Nabíl.” 
THIS is an Epistle which the All-Merciful hath sent 
down from the Kingdom of Utterance. It is truly a 
breath of life unto those who dwell in the realm of 
creation. Glorified be the Lord of all worlds! In this 
Epistle mention is made of him who magnifieth the 
Name of God, his Lord, and who is named Nabíl in a 
weighty Tablet. 

O Muḥammad! Hearken unto the Voice proceeding 
out of the Realm of Glory, calling aloud from the 
celestial Tree which hath risen above the land of 
Za‘farán:1 Verily, no God is there but Me, the 
Omniscient, the Wise. Be thou as the breezes of the All-
Merciful for the trees of the realm of existence and 
foster their growth through the potency of the Name of 
thy Lord, the Just, the All-Informed. We desire to 
acquaint thee with that which will serve as a reminder 
unto the people, that they may put away the things 
current amongst them and set their faces towards God, 
the Lord of the sincere. 

We exhort mankind in these days when the 
countenance of Justice is soiled with dust, when the 
flames of unbelief are burning high and the robe of 

https://www.bahai.org/library/authoritative-texts/bahaullah/tablets-bahaullah/9#7132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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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rent asunder, when tranquility and 
faithfulness have ebbed away and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have waxed severe, when covenants are 
broken and ties are severed, when no man knoweth 
how to discern light and darkness or to distinguish 
guidance from error. 

O peoples of the world! Forsake all evil, hold fast 
that which is good. Strive to be shining examples unto 
all mankind, and true reminders of the virtues of God 
amidst men. He that riseth to serve My Cause should 
manifest My wisdom, and bend every effort to banish 
ignorance from the earth. Be united in counsel, be one 
in thought. Let each morn be better than its eve and 
each morrow richer than its yesterday. Man’s merit 
lieth in service and virtue and not in the pageantry of 
wealth and riches. Take heed that your words be 
purged from idle fancies and worldly desires and your 
deeds be cleansed from craftiness and suspicion. 
Dissipate not the wealth of your precious lives in the 
pursuit of evil and corrupt affection, nor let your 
endeavors be spent in promoting your personal 
interest. Be generous in your days of plenty, and be 
patient in the hour of loss. Adversity is followed by 
success and rejoicings follow woe. Guard against 
idleness and sloth, and cling unto that which profiteth 
mankind, whether young or old, whether high or low. 
Beware lest ye sow tares of dissension among men or 
plant thorns of doubt in pure and radiant hearts. 

O ye beloved of the Lord! Commit not that which 
defileth the limpid stream of love or destroyeth the 
sweet fragrance of friendship. By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ord! Ye were created to show love one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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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t perversity and rancor. Take pride not in love 
for yourselves but in love for your fellow-creatures. 
Glory not in love for your country, but in love for all 
mankind. Let your eye be chaste, your hand faithful, 
your tongue truthful and your heart enlightened. 
Abase not the station of the learned in Bahá and 
belittle not the rank of such rulers as administer 
justice amidst you. Set your reliance on the army of 
justice, put on the armor of wisdom, let your adorning 
be forgiveness and mercy and that which cheereth the 
hearts of the well-favored of God. 

By My life! Thy grievances have plunged Me into 
sorrow. Regard not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and all 
their doings but fix thy gaze upon God and His never-
ending dominion. Verily, He calleth to thy 
remembrance that which is the source of delight for all 
mankind. Drink thou the life-giving water of blissful 
joy from the chalice of utterance proffered by the 
Fountainhead of divine Revelation—He Who hath 
made mention of thee in this mighty stronghold. 
Endeavor to the utmost of thy powers to establish the 
word of truth with eloquence and wisdom and to 
dispel falsehoo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us 
directeth thee the Dayspring of divine knowledge from 
this luminous horizon. 

O thou who speakest in My name! Consider the 
people and the things they have wrought in My days. 
We revealed unto one of the rulers that which 
overpowereth all the dwellers of the earth, and 
requested him to bring Us face to face with the learned 
men of this age, that We might set forth for him the 
testimony of God, His proofs, His glory and His maj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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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ught did We intend thereby but the highest 
good. However, he committed that which hath caused 
the inmates of the cities of justice and equity to lament. 
Thus hath judgment been given between Me and him. 
Verily thy Lord is the Ordainer, the All-Informed. In 
such circumstances as thou seest, how can the 
Celestial Bird soar into the atmosphere of divine 
mysteries when its wings have been battered with the 
stones of idle fancy and bitter hatred, and it is cast into 
a prison built of unyielding stone? By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e people have perpetrated a 
grievous injustice. 

As regards thine assertion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this is a matter on which conceptions vary by 
reason of the divergences in men’s thoughts and 
opinions. Wert thou to assert that it hath ever existed 
and shall continue to exist, it would be true; or wert 
thou to affirm the same concept as is mentioned in the 
sacred Scriptures, no doubt would there be about it, 
for it hath been revealed by God, the Lord of the 
worlds. Indeed He was a hidden treasure. This is a 
station that can never be described nor even alluded to. 
And in the station of “I did wish to make Myself 
known,” God was, and His creation had ever existed 
beneath His shelter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hath no 
beginning, apart from its being preceded by a Firstness 
which cannot be regarded as firstness and originated 
by a Cause inscrutable even unto all men of learning. 

That which hath been in existence had existed 
before, but not in the form thou seest today. The world 
of existence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the heat 
gener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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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and that which is its recipient. These two are the 
same, yet they are different. Thus doth the Great 
Announcement inform thee about this glorious 
structure. Such as communicate the generating 
influence and such as receive its impact are indeed 
created through the irresistible Word of God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entire creation, while all else besides 
His Word are but the creatures and the effects thereof. 
Verily thy Lord is the Expounder, the All-Wise. 

Know thou, moreover, that the Word of God—
exalted be His glory—is higher and far superior to that 
which the senses can perceive, for it is sanctified from 
any property or substance. It transcendeth the 
limitations of known elements and is exalted above all 
the essential and recognized substances. It became 
manifest without any syllable or sound and is none but 
the Command of God which pervadeth all created 
things. It hath never been withheld from the world of 
being. It is God’s all-pervasive grace, from which all 
grace doth emanate. It is an entity far removed above 
all that hath been and shall be. 

We are loath to enlarge on this subject, inasmuch 
as the unbelievers have inclined their ears towards Us 
in order to hear that which might enable them to cavil 
against God, the Help in Peril, the Self-Subsisting. And 
since they are unable to attain to mysteries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from what hath been 
unraveled by the Source of divine splendor, they rise 
in protest and burst into clamor. But it is true to say 
that they object to that which they comprehend, not to 
the expositions given by the Expounder, nor the truths 
imparted by the One true God, the Knower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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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en. Their objections, one and all, turn upon 
themselves, and I swear by thy life that they are 
devoid of understanding. 

Every thing must needs have an origin and every 
building a builder. Verily, the Word of God is the Cause 
which hath preceded the contingent world—a world 
which is adorned with the splendors of the Ancient of 
Days, yet is being renewed and regenerated at all 
times. Immeasurably exalted is the God of Wisdom 
Who hath raised this sublime structure. 

Look at the world and ponder a while upon it. It 
unveileth the book of its own self before thine eyes 
and revealeth that which the Pen of thy Lord, the 
Fashioner, the All-Informed, hath inscribed therein. It 
will acquaint thee with that which is within it and 
upon it and will give thee such clear explanations as to 
make thee independent of every eloquent expounder. 

Say: Nature in its esse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My Name, the Maker, the Creator. Its manifestations 
are diversified by varying causes, and in this diversity 
there are signs for men of discernment. Nature is God’s 
Will and is its expression in and through the 
contingent world. It is a 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 
ordained by the Ordainer, the All-Wise. Were anyone 
to affirm that it is the Will of God as manifested in the 
world of being, no one should question this assertion. 
It is endowed with a power whose reality men of 
learning fail to grasp. Indeed a man of insight can 
perceive naught therein save the effulgent splendor of 
Our Name, the Creator. Say: This is an existence which 
knoweth no decay, and Nature itself is lost in 
bewilderment before its revelations, its comp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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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s and its effulgent glory which have 
encompassed the universe. 

It ill beseemeth thee to turn thy gaze unto former 
or more recent times. Make thou mention of this Day 
and magnify that which hath appeared therein. It will 
in truth suffice all mankind. Indeed expositions and 
discourses in explanation of such things cause the 
spirits to be chilled. It behooveth thee to speak forth in 
such wise as to set the hearts of true believers ablaze 
and cause their bodies to soar. 

Whoso firmly believeth today in the rebirth of 
man and is fully conscious that God, the Most Exalted, 
wieldeth supreme ascendancy and absolute authority 
over this new creation, verily such a man is reckoned 
with them that are endued with insight in this most 
great Revelation. Unto this beareth witness every 
discerning believer. 

Walk thou high above the world of being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ost Great Name, that thou mayest 
become aware of the immemorial mysteries and be 
acquainted with that wherewith no one is acquainted. 
Verily, thy Lord is the Helper, the All-Knowing, the All-
Informed. Be thou as a throbbing artery, pulsating in 
the body of the entire creation, that through the heat 
generated by this motion there may appear that which 
will quicken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hesitate. 

At the time when We were hidden behind 
countless veils of light thou didst commune with Me 
and didst witness the luminaries of the heaven of My 
wisdom and the billows of the ocean of Mine utterance. 
Verily thy Lord is the Truthful, the Faithful. Great 
indeed is the blessedness of him who hath attai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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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effusions of this ocean in the days of his Lord, 
the Most Bountiful, the All-Wise. 

During Our sojourn in ‘Iráq when We were at the 
house of one named Majíd, We set forth clearly for 
thee the mysteries of creation and the origin, the 
culmination and the cause thereof. However since Our 
departure We have limited Ourself to this affirmation: 
“Verily, no God is there but Me, the Ever-Forgiving, the 
Bountiful.” 

Teach thou the Cause of God with an utterance 
which will cause the bushes to be enkindled, and the 
call “Verily, there is no God but Me, the Almighty, the 
Unconstrained” to be raised therefrom. Say: Human 
utterance is an essence which aspireth to exert its 
influence and needeth moderation. As to its influence, 
this is conditional upon refinement which in turn is 
dependent upon hearts which are detached and pure. 
As to its moderation, this hath to be combined with 
tact and wisdom as prescribed in the Holy Scriptures 
and Tablets. Meditate upon that which hath streamed 
forth from the heaven of the Will of thy Lord, He Who 
is the Source of all grace, that thou mayest grasp the 
intended meaning which is enshrined in the sacred 
depths of the Holy Writings. 

Those who have rejected God and firmly cling to 
Nature as it is in itself are, verily, bereft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They are truly of them that are far astray. 
They have failed to attain the lofty summit and have 
fallen short of the ultimate purpose; therefore their 
eyes were shut and their thoughts differed, while the 
leaders among them have believed in God and i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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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ncible sovereignty. Unto this beareth witness thy 
Lord, the Help in Peril, the Self-Subsisting. 

Whe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of the East were 
captivated by the arts and wonders of the West, they 
roved distraught in the wilderness of material causes, 
oblivious of the One Who is the Causer of Causes, and 
the Sustainer thereof, while such men as were the 
source and the wellspring of Wisdom never denied the 
moving Impulse behind these causes, nor the Creator 
or the Origin thereof. Thy Lord knoweth, yet most of 
the people know not. 

Now We have, for the sake of God, the Lord of 
Names, set Ourself the task of mentioning in this 
Tablet some accounts of the sages,2 that the eyes of the 
people may be opened thereby and that they may 
become fully assured that He is in truth the Maker, the 
Omnipotent, the Creator, the Originator, the All-
Knowing, the All-Wise. 

Although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contemporary 
men of learning are highly qualified in philosophy, arts 
and crafts, yet were anyone to observe with a 
discriminating eye he would readily comprehend that 
most of this knowledge hath been acquired from the 
sages of the past, for it is they who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reared its structure and 
reinforced its pillars. Thus doth thy Lord, the Ancient 
of Days, inform thee. The sages aforetime acquired 
their knowledge from the Prophets, inasmuch as the 
latter were the Exponents of divine philosophy and the 
Revealers of heavenly mysteries. Men quaffed the 
crystal, living waters of Their utterance, while others 
satis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dregs.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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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th a portion according to his measure. Verily He 
is the Equitable, the Wise. 

Empedocles, who distinguished himself in 
philosophy, was a contemporary of David, while 
Pythagoras lived in the days of Solomon, son of David, 
and acquired Wisdom from the treasury of 
prophethood. It is he who claimed to have heard the 
whispering sound of the heavens and to have attained 
the station of the angels. In truth thy Lord will clearly 
set forth all things, if He pleaseth. Verily, He is the Wise, 
the All-Pervading. 

The essence and the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have emanated from the Prophets. That the people 
differ concerning the inner meanings and mysteries 
thereof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divergence of their 
views and minds. We would fain recount to thee the 
following: One of the Prophets once was 
communicating to his people that with which the 
Omnipotent Lord had inspired Him. Truly, thy Lord is 
the Inspirer, the Gracious, the Exalted. When the 
fountain of wisdom and eloquence gushed forth from 
the wellspring of His utterance and the wine of divine 
knowledge inebriated those who had sought His 
threshold, He exclaimed: “Lo! All ar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From among the people there was he who held 
fast unto this statement and, actuated by his own 
fancies, conceived the idea that the spirit literally 
penetrateth or entereth into the body, and through 
lengthy expositions he advanced proofs to vindicate 
this concept; and groups of people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To mention their names at this point, or to 
give thee a detailed account thereof, would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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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xity, and would depart from the main theme. 
Verily, thy Lord is the All-Wise, the All-Knowing. There 
was also he who partook of the choice wine whose seal 
had been removed by the Key of the Tongue of Him 
Who is the Revealer of the Verses of thy Lord, the 
Gracious, the Most Generous. 

Verily, the philosophers have not denied the 
Ancient of Days. Most of them passed away deploring 
their failure to fathom His mystery, even as some of 
them have testified. Verily, thy Lord is the Adviser, the 
All-Informed. 

Consider Hippocrates, the physician. He was one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who believed in God and 
acknowledged His sovereignty. After him came 
Socrates who was indeed wise, accomplished and 
righteous. He practiced self-denial, repressed his 
appetites for selfish desires and turned away from 
material pleasures. He withdrew to the mountains 
where he dwelt in a cave. He dissuaded men from 
worshipping idols and taught them the way of God, the 
Lord of Mercy, until the ignorant rose up against him. 
They arrested him and put him to death in prison. 
Thus relateth to thee this swift-moving Pen. What a 
penetrating vision into philosophy this eminent man 
had! He i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f all philosophers 
and was highly versed in wisdom. We testify that he is 
one of the heroes in this field and an outstanding 
champion dedicated unto it. He had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such sciences as were current amongst 
men as well as of those which were veiled from their 
minds. Methinks he drank one draught when the Most 
Great Ocean overflowed with gleaming and life-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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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 He it is who perceived a unique, a tempered, 
and a pervasive nature in things, bearing the closest 
likeness to the human spirit, and he discovered this 
nature to be distinct from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in 
their refined form. He hath a special pronouncement 
on this weighty theme. Wert thou to ask from the 
worldly wise of this generation about this exposition, 
thou wouldst witness their incapacity to grasp it. 
Verily, thy Lord speaketh the truth but most people 
comprehend not. 

After Socrates came the divine Plato who was a 
pupil of the former and occupied the chair of 
philosophy as his successor. He acknowledged his 
belief in God and in His signs which pervade all that 
hath been and shall be. Then came Aristotle, the well-
known man of knowledge. He it is who discovered the 
power of gaseous matter. These men who stand out as 
leaders of the people and are preeminent among them, 
one and all acknowledged their belief in the immortal 
Being Who holdeth in His grasp the reins of all 
sciences. 

I will also mention for thee the invocation voiced 
by Balínús who was familiar with the theories put 
forward by the Father of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mysteries of creation as given in his chrysolite tablets, 
that everyone may be fully assured of the things We 
have elucidated for thee in this manifest Tablet, which, 
if pressed with the hand of fairness and knowledge, 
will yield the spirit of life for the quickening of all 
created things. Great is the blessedness of him who 
swimmeth in this ocean and celebrateth the praise of 
his Lord, the Gracious, the Best-Beloved. Inde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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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zes of divine revelation are diffused from the 
verses of thy Lord in such wise that no one can dispute 
its truth, except those who are bereft of hearing, of 
vis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of every human faculty. 
Verily thy Lord beareth witness unto this, yet the 
people understand not. 

This man hath said: “I am Balínús, the wise one, 
the performer of wonders, the producer of talismans.” 
He surpassed everyone else in the diffusion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soared unto the loftiest heights of 
humility and supplication. Give ear unto that which he 
hath said, entreating the All-Possessing, the Most 
Exalted: “I stand in the presence of my Lord, extolling 
His gifts and bounties and praising Him with that 
wherewith He praiseth His Own Self, that I may 
become a source of blessing and guidance unto such 
men as acknowledge my words.” And further he saith: 
“O Lord! Thou art God and no God is there but Thee. 
Thou art the Creator and no creator is there except 
Thee. Assist me by Thy grace and strengthen me. My 
heart is seized with alarm, my limbs tremble, I have 
lost my reason and my mind hath failed me. Bestow 
upon me strength and enable my tongue to speak forth 
with wisdom.” And still further he saith: “Thou art in 
truth the Knowing, the Wise, the Powerful, the 
Compassionate.” It was this man of wisdom who 
became informed of the mysteries of creation and 
discerned the subtleties which lie enshrined in the 
Hermetic writings.3 

We have no wish to mention anything further but 
We shall utter that which the Spirit hath instilled into 
My heart. In truth there is no God but Hi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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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the Mighty, the Help in Peril, the Most 
Excellent, the All-Praised. By My life! In this Day the 
celestial Tree is loath to proclaim aught else to the 
world but this affirmation: “Verily, there is none other 
God but Me, the Peerless, the All-Informe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love I cherish for thee, I 
would not have uttered a single word of what hath 
been mentioned.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is station 
and preserve it as thou wouldst thine eye and be of 
them that are truly thankful. 

Thou knowest full well that We perused not the 
books which men possess and We acquired not the 
learning current amongst them, and yet whenever We 
desire to quote the sayings of the learned and of the 
wise,4 presently there will appear before the face of 
thy Lord in the form of a tablet all that which hath 
appeared in the world and is revealed in the Holy 
Books and Scriptures. Thus do We set down in writing 
that which the eye perceiveth. Verily His knowledge 
encompasseth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This is a Tablet wherein the Pen of the Unseen 
hath inscribed the knowledge of all that hath been and 
shall be—a knowledge that none other but My 
wondrous Tongue can interpret. Indeed My heart as it 
is in itself hath been purged by God from the concepts 
of the learned and is sanctified from the utterances of 
the wise. In truth naught doth it mirror forth but the 
revelations of God. Unto this beareth witness the 
Tongue of Grandeur in this perspicuous Book. 

Say, O people of the earth! Beware lest any 
reference to wisdom debar you from its Sour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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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hold you from the Dawning-Place thereof. Fix 
your hearts upon your Lord, the Educator, the All-Wise. 

For every land We have prescribed a portion, for 
every occasion an allotted share, for every 
pronouncement an appointed time and for every 
situation an apt remark. Consider Greece. We made it a 
Seat of Wisdom for a prolonged period. However, 
when the appointed hour struck, its throne was 
subverted, its tongue ceased to speak, its light grew 
dim and its banner was hauled down. Thus do We 
bestow and withdraw. Verily thy Lord is He Who 
giveth and divesteth, the Mighty, the Powerful. 

In every land We have set up a luminary of 
knowledge, and when the time foreordained is at hand, 
it will shine resplendent above its horizon, as decreed 
by God, the All-Knowing, the All-Wise. If it be Our Will 
We are fully capable of describing for thee whatever 
existeth in every land or hath come to pass therein. 
Indeed the knowledge of thy Lord pervadeth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Know thou, moreover, that the people aforetime 
have produced things which the contemporary men of 
knowledge have been unable to produce. We recall 
unto thee Múrṭus who was one of the learned. He 
invented an apparatus which transmitted sound over a 
distance of sixty miles. Others besides him have also 
discovered things which no one in this age hath beheld. 
Verily thy Lord revealeth in every epoch whatsoever 
He pleaseth as a token of wisdom on His part. He is in 
truth the supreme Ordainer, the All-Wise. 

A true philosopher would never deny God nor His 
evidences, rather would he acknowledge His gl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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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powering majesty which overshadow all created 
things. Verily We love those men of knowledge who 
have brought to light such things as promote the best 
interests of humanity, and We aided them through the 
potency of Our behest, for well are We able to achieve 
Our purpose. 

Beware, O My loved ones, lest ye despise the 
merits of My learned servants whom God hath 
graciously chosen to be the exponents of His Name 
“the Fashioner” amidst mankind. Exert your utmost 
endeavor that ye may develop such crafts and 
undertakings that everyone, whether young or old, 
may benefit therefrom. We are quit of those ignorant 
ones who fondly imagine that Wisdom is to give vent 
to one’s idle imaginings and to repudiate God, the Lord 
of all men; even as We hear some of the heedless 
voicing such assertions today. 

Say: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the origin 
thereof is to acknowledge whatsoever God hath clearly 
set forth, for through its potency the foundation of 
statesmanship, which is a shiel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ody of mankind, hath been firmly established. 
Ponder a while that ye may perceive what My most 
exalted Pen hath proclaimed in this wondrous Tablet. 
Say, every matter related to state affairs which ye raise 
for discussion falls under the shadow of one of the 
words sent down from the heaven of His glorious and 
exalted utterance. Thus have We recounted unto thee 
that which will exhilarate thy heart, will bring solace 
to thine eyes and will enable thee to arise for the 
promotion of His Cause amidst all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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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y Nabíl! Let nothing grieve thee, rather rejoice 
with exceeding gladness inasmuch as I have 
mentioned thy name, have turned My heart and My 
face towards thee and have conversed with thee 
through this irrefutable and weighty exposition. 
Ponder in thy heart upon the tribulations I have 
sustained, the imprisonment and the captivity I have 
endured, the sufferings that have befallen Me and the 
accusations that the people have leveled against Me. 
Behold, they are truly wrapped in a grievous veil. 

When the discourse reached this stage, the dawn 
of divine mysteries appeared and the light of utterance 
was quenched. May His glory rest upon the people of 
wisdom as bidden by One Who is the Almighty, the All-
Praised. 

Say: Magnified be Thy Name, O Lord my God! I 
beseech Thee by Thy Name through which the 
splendor of the light of wisdom shone resplendent 
when the heavens of divine utterance were set in 
motion amidst mankind, to graciously aid me by Thy 
heavenly confirmations and enable me to extol Thy 
Name amongst Thy servants. 

O Lord! Unto Thee have I turned my face, detached 
from all save Thee and holding fast to the hem of the 
robe of Thy manifold blessings. Unloose my tongue 
therefore to proclaim that which will captivate the 
minds of men and will rejoice their souls and spirits. 
Strengthen me then in Thy Cause in such wise that I 
may not be hindered by the ascendancy of the 
oppressors among Thy creatures nor withheld by the 
onslaught of the disbelievers amidst those who dwell 
in Thy realm. Make me as a lamp shining throug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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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 lands that those in whose hearts the light of Thy 
knowledge gloweth and the yearning for Thy love 
lingereth may be guided by its radiance. 

Verily, potent art Thou to do whatsoever Thou 
willest, and in Thy grasp Thou holdest the kingdom of 
creation. There is none other God but Thee, the 
Almighty, the All-W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