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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看祆教的環保意識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  祆教文獻《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約成書於波斯薩珊王朝後期。大意是說，維拉

夫靈魂出竅，由兩位天使帶領，遍歷天堂和地獄，甦醒後敘說見聞，藉以曉諭世人。

在祆教教義中，主神瑪茲達有一批從神，包括大地之神、火神、江河之神、植物之神

等等。人類如污染土地、河川，焚燒穢物，破壞植被等，就是褻瀆這些神祇。該書地

獄中的若干刑罰，即與此有關。本文簡介與環保有關的各章，印證祆教的環保意識，

以及瑣羅亞斯德是史上第一位環保主義者的說法。 

關鍵詞：《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祆教、瑣羅亞斯德、環保、生態學 

 

一、前言 

祆教可說是最古老的一神教，信眾信奉主神阿胡拉瑪茲達（簡稱瑪茲達，或歐瑪

茲），火是主神的象徵，祆教的每一種儀式，都有聖火，因此常被稱為拜火教。祆教視

瑣羅亞斯德為先知，透過瑣羅亞斯德的教誨，即實踐善念（或善思）、善言和善行，了

解如何接近神，走正確的道路。 

在祆教教義中，主神瑪茲達有一批從神，包括大地之神斯潘達瑪德、火神阿塔

爾、江河之神霍達德、植物之神阿穆爾達德等等。人類如污染土地、河川、焚燒穢

物、破壞植被等，就是褻瀆這些神祇。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祆教是一種生態學宗教。

祆教信仰不僅尋求精神上的救贖，還關愛物質世界。 

祆教盛行於古波斯。西元 651 年阿拉伯帝國入主，阿拉伯人使得波斯回教化，阿

拉伯語成為官方語言，阿拉伯字母也取代原先的亞蘭（阿拉米）字母。少數不願皈依

回教的波斯人逃到印度次大陸，延續祆教命脈，印度人稱他們帕西人。據估計，現今

全世界的帕西人僅約 10 萬人。1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The Book of Arda Viraf）的英譯本（1872），就是德國東

方學家豪格（Martin Haug，1827-1876）根據帕西人祆教大祭司 Hoshang Janaspji 提供

的巴列維語抄本翻譯的。2《阿爾塔維拉夫之書》是部通俗祆教文獻，其著作緣起是：

由於世風日下，宗教領袖決定挑選一名虔誠的祭司，使其靈魂前往天堂和地獄遊歷，

維拉夫中選，靈魂出竅，由兩位天使帶領，遍歷天堂和地獄，七日後甦醒，敘說天堂

地獄見聞，藉以曉諭世人。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分為 5 部、101 章，本文撿選與環保有關的篇章，印證祆

教重視環保，可視為生態學宗教的說法。 

 

 
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本會創會人，電郵：zjzhang@seed.net.tw 

 
1 帕西人（Parsis），見維基百科「帕西人」條。 
2 豪格教授英譯本 1872 年出版，大英圖書館有電子本：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ofardaviraf00h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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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教授譯本書影。左為巴列維文字、羅馬化音譯及註釋第一章首頁（編碼第 105

頁）；右為英譯第一章首頁，含註釋（編碼第 243頁）。取自大英圖書館電子本。 

 

二、回教化前波斯史略說 

西元前 625 年，屬於雅利安人的米提人，統一伊朗地區，建立米提王國。西元前

553 年，米提國王的外孫居魯士起兵叛變，同年創建阿契美尼德王朝，即俗稱的波斯帝

國，或波斯第一帝國。居魯士之後，西元前 521 年大流士篡取王位，成為另一位名

王。阿契美尼德王朝使用楔形文字，主要見於大流士銘文——貝希斯敦銘文3，十九世

紀中葉已破釋。從大流士銘文可以看出，阿契美尼德王朝建國初期即以祆教為國教。4 

 

 

 

 

西元前 330 年，亞歷山大攻佔波斯都城波斯波利

斯，隨軍名妓泰絲（右）倡議焚城，亞歷山大

（左）同意，始建於居魯士的古城付之一炬。圖

為義大利畫家卡拉奇繪〈亞歷山大與泰絲火燒波

斯波利斯〉，約作於 1592年。 

 

西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大帝開始其征服事業。大流士三世連戰皆北，西元前

 
3 大流士所立碑銘，因位於伊朗西部克爾曼沙汗省貝希斯敦山，故名貝希斯敦銘文（Behistun 

Inscription）。銘文以三種不同形式的楔形文字寫成，有助於破譯。見維基百科「貝希斯敦銘文」條。 
4 大流士於貝希斯敦銘文敘說其世系：「王曰：朕父為維斯塔帕（Vistaspa）……王曰：朕為王是托阿胡拉

瑪茲達鴻福也。阿胡拉瑪茲達賜朕國也。」按：阿胡拉瑪茲達為祆教至上神；維斯塔帕，為祆教傳說中瑣

羅亞斯德的護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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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年逃到帝國東境的大夏，被總督貝蘇斯所弒。貝蘇斯自立為王，翌年為亞歷山大擒

殺，阿契美尼德王朝滅亡，波斯進入希臘化時代。 

亞歷山大東征，焚毀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及皇宮，皇家檔案館中以金墨汁寫在

12,000 張牛皮上的祆教古經《阿維斯陀》及其註釋《贊德》亦付之一炬。《阿爾塔維拉

夫之書》的第一章即記敘此事。 

伊朗地區歷經亞歷山大部將塞琉古所建的塞琉古王朝（前 312-前 63），以及高度

希臘化的安息王朝（前 247-224），西元 224 年波斯南部法爾斯省的總督阿爾塔希爾

（即後來的阿爾塔希爾一世）起兵叛變，經過征戰，控制整個國家，226 年創建薩珊王

朝。 

薩珊王朝，也稱波斯第二帝國，首都設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泰西封。在行政上，採

取中央集權。在文化上，力行去希臘化，包括希臘的宗教。薩珊王朝以祆教為國教，

聖火是王朝的象徵，硬幣的正面塑有君王頭像，背面則為聖火。 

 

 

薩珊王朝末期國王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II）硬幣，正面為頭像，反面為聖火。

HistoryofIran 攝，維基百科提供。 

 

西元 636 年，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攻佔波斯都城泰西封，薩珊

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逃往帝國東境，651 年於中亞木鹿城遇刺，薩珊王朝滅亡，其

子流亡中國。 

阿拉伯人入主波斯之前，波斯的語言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古波斯語，包括祆教

聖典所用的阿維斯陀語，以楔形文字書寫，今已不存；中波斯語，即巴列維語，是薩

珊王朝時期的書面文字，以亞蘭字母書寫。流傳至今的祆教文獻，幾乎都是用巴列維

語以亞蘭字母書寫的，包括本文所介紹的《阿爾塔維拉夫之書》。 

阿拉伯人入主，是波斯歷史的重大轉折。阿拉伯人使得波斯回教化，阿拉伯語成

為官方語言，阿拉伯字母也取代亞蘭字母。九世紀後，波斯人發展出新波斯語（即波

斯語），詞彙約 60%來自阿拉伯語。回教化後的波斯史與本文無關，不贅述。 

 

三、祆教略說 

元文琪教授認為，祆教可上推至西元前十一世紀至西元前八世紀。從印伊（印度

伊朗）語族分離出的伊朗雅利安人，氏族部落間因爭奪土地、水源等資源，逐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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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種生活態度。一者傾向維繫傳統，過游牧生活，宰牲祭祀，各氏族部落獨立自

主；一者傾向定居，從游牧轉往農耕，不贊成宰牲祭祀，各氏族部落聯合。由於生活

態度不同，演變成兩種宗教信仰：前者堅持傳統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後者主張追

求道德和智慧，崇奉至上神瑪茲達。 

崇奉至上神瑪茲達的一派，自稱「瑪茲達亞斯尼」，意為瑪茲達崇信者，可說是

祆教的前身。對於堅持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瑪茲達亞斯尼蔑稱為「迪弗亞斯尼」，

意是魔鬼崇信者。祆教的善惡二元論信仰即肇因於此。5 

祆教是中國人對該宗教的稱謂，他國則以教主之名，稱之為瑣羅亞斯德教。瑣羅

亞斯德的生活時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學者認為，他是西元前七世紀至西元前六世紀

人，即接近居魯士和大流士時代。祆教傳說中瑣羅亞斯德護持者——國王維斯塔帕，

據貝希斯敦銘文，即大流士的父親。 

前已言及，瑪茲達信仰可上推至西元前十一世紀至西元前八世紀，因此瑣羅亞斯

德是瑪茲達信仰的集大成者，不是創建者。祆教可說是最古老的一神教，學術界普遍

認為，猶太教、基督宗教和回教的教義，都受到祆教的影響，包括一神論、天堂地

獄、救世主和最後審判等。先知的說法，更被回教吸收。波斯回教化之後，祆教雖已

式微，但其宗教思想卻被上述三大宗教吸收，以另一種的方式延續至今。 

 

四、《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簡介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的巴列維語抄本約 8,800 字，豪格教授的英譯本不到

14,000 字。篇幅雖短，蘊含的訊息卻不少，從中可以反映祆教教義，和中古波斯社會

的習俗、禮教和禁忌等。 

豪格教授英譯本 1872 年出版，大英圖書館有電子書，可自由下載。6該書收入美

國學者霍恩（Charles F. Horne，1870-1942）主編的《東方聖書與早期文獻》第七卷

《古波斯》（1917），網路上傳本7即謄錄自該書。據霍恩博士之題解，該書是薩珊王

朝時期的作品。元文琪教授認為，該書作於薩珊王朝末期（七世紀）。8也有些學者認

為作於薩珊王朝覆亡之後，亦即出自帕西人之手。9筆者認為，如果以九世紀中葉波斯

語逐漸取代巴列維語成為書面語言作分界，《阿爾塔維拉夫之書》著造年代應不致晚

於十世紀。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分為五部，計 101 章。第一部緒論，含兩章（1-2 章），第

1 章敘說祆教流傳達 300 年後，因亞歷山大入侵而衰微，其後漸漸復興，大祭司們從信

眾中選出一人前往靈界，維拉夫中選。第 2 章敘說維拉夫喝下酒及麻醉藥物渾然睡

去，靈魂離體，由天使斯勞沙10、阿塔爾11帶領，前往天堂、地獄。 

第二部天堂之路，含 7 章（3-9 章），第 3 章敘說七天後維拉夫甦醒後，述說天

 
5 以上兩段參考元文琪《波斯文學入門》，頁 23-24《波斯古經阿維斯塔》，圓神出版社，2007。 
6 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ofardaviraf00haug 
7 http://www.avesta.org/mp/viraf.html 
8 元文琪《波斯文學入門》，頁 111-114《阿爾塔維拉夫夢遊記》。 
9 見英文版維基百科「The Book of Arda Viraf」條。 
10 斯勞沙（Srosh），又譯遵命天使，祆教神祇，協助亡靈通過界於陽世與陰間的欽瓦德橋（Chinwad 

bridge），並在橋上接受審判。 
11 阿塔爾（Adar），又譯阿扎爾，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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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地獄見聞，由作家筆記成書，本書內容由此展開。 

第三部天堂，含 6 章（10-15 章），其中第 10 章與環保有關（詳後）。 

第四部地獄，含 85 章（16-100），除了第 16、17、18、53、54、100 等 6 章，其

餘 79 章每章寫一種刑罰，和遭致該刑罰的原因。 

第五部結語（101 章），藉至上神歐瑪茲（瑪茲達）之口，闡述祆教基本教義。該

書闡述祆教基本教義者尚有第 4 章、第 17 章。質言之，篤信正教和實踐善念、善言、

善行，就會迴向自己，使自己變得更為美好，結局是到天堂享受永福。反之，崇信外

道及惡念、惡言、惡行，也會迴向自己，使自己變得更為不堪，其結局就是墮入地獄

受苦。 

 

五、從《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管窺其環保意識 

祆教為一神教，主神瑪茲達之外，還有很多從神，諸如水、火、土地、植物等等

各有神明，不容褻瀆。據筆者統計，第三部天堂、第四部地獄部份，與環保有關的共

計 10 章，即第三部天堂之第 10 章，及第四部地獄之第 23、25、30、37、38、41、

58、74、98 章，難怪祆教有「生態宗教」之稱。茲漢譯上述 10 章如後。 

 

第 10 章 

我向前，向著光輝的、榮耀的天堂邁出第四步，亡靈們來迎接我們，他們祈求祝

福、獻上讚頌，他們說：「啊，虔誠的人，你怎麼來了？從污濁、邪惡的紅塵，來到這

無染、無憂的世界。此處所聞所見盡皆喜樂，好好享受長生不死的滋味吧。」 

接著，阿塔爾——歐瑪茲之火的天使——走向前，向我致敬，說：「阿爾塔維拉

夫，你原是青木貢奉者，今為瑪茲達的使者！」 

我也向他致敬，說：「實為您的僕人，阿塔爾天使！我在凡間給您獻上的，從來都

是七歲齡的木材與香料，沒想到被您稱做青木！」 

阿塔爾——歐瑪茲之火的天使這樣說：「來吧，看看你獻給我的青木滲出的水都已

經積滿了一個水槽。」 

他把我領到一個地方，給我看了一個大水槽裡的藍色水，說：「你獻給我的木材滲

出的水，都在這裡。」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砍伐活著的樹木（青木），具保護植被意涵。維拉夫供奉七歲

齡的樹木作聖火薪柴，遭火神阿塔爾數落。 

 

第 23 章 

我看到一個男子的靈魂，他因飢渴而號哭：「我會死。」他拔掉頭髮和鬍鬚，吞食

鮮血，口中吐出泡沫。 

於是我這樣問：「這個人的靈魂遭受如此懲罰，他在世上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是個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在世上饒舌多

嘴，不合法地消耗霍達德12和阿穆爾達德13的水和蔬菜，並恣意抱怨。此外他不舉行亞

 
12 霍達德（Hordad），瑪茲達從神之一，六大天使之一，後世奉為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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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特14儀式，也就是鄙視霍達德的水和阿穆爾達德的蔬菜。現在，這個靈魂必須遭受如

此嚴厲的懲罰。」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耗費水資源和蔬菜。 

 

第 25 章 

我還看到了幾個男女的靈魂，他們的腿、頸部和腰部被有毒生物啃嚙成兩段。 

於是我問：「這些人的靈魂遭受如此懲罰，他們在世上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些是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們在世上不穿鞋走路，

無遮掩地亂跑，赤足涉水，玷污了土地和水，還做出其他服事惡魔的事。」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玷污水土。祆教徒從不涉入江河湖泊，更不可污染水域。 

 

第 30 章 

我還看到了一個男子的靈魂，他被鬼卒斬斷四肢。 

於是我問：「這靈魂在世間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是個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在世間非法地私

宰牛羊和其他四足動物。」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私宰牛羊及獸類，具動物保護意涵。 

 

第 37 章：玷污水火 

我還看到幾個男女的靈魂，頭朝下吊著，蛇蠍等毒物啃咬著他們的身體。 

於是我問：「這些是什麼人？」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些人在世上時不照顧水和火，他們玷污了

水和火，並有意地使聖火熄滅。」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玷污水和火。 

 

 

 

 

因玷污水、火，靈魂被頭朝下吊著，蛇、蠍啃咬其身體。

窺看者為維拉夫及兩天使。波斯文抄本，年代不詳，曼徹

斯特大學圖書館藏本，1789 年建檔。《阿爾塔維拉夫之

書》抄本，往往附有插畫。 

 

 

 

 
13 阿穆爾達德（Amurdad），瑪茲達從神之一，六大天使之一，後世奉為植物之神。 
14 現存《阿維斯陀》分為五個部份，《亞什特》為個別神祇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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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章 

我還看到一個男子的靈魂，鬼卒給他吃沾滿鮮血和污穢的屍肉，以及其他腐敗之

物和惡臭之物。 

於是我問：「這人在世間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是個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在世上將他自己

和他人的糞、尿投入水、火，他常獨自搬運屍體，自己被污染了，也不沐浴清洗。」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將穢物投入水、火，搬運屍體後必須沐浴清洗。 

 

第 41 章 

我還看到一個男子的靈魂，鬼卒給他吃糞便、屍體和腐敗物，還用石頭和斧頭打

他、劈他。 

於是我問：「這靈魂遭受如此嚴酷的刑罰，他在世間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是個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在許多人常去的

溫水澡堂裡，將排泄物、體垢等帶到水裡、火裡和地上。虔誠的人進來了，而邪惡的

人已洗完出去了。」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污染澡堂，影響衛生。 

 

第 58 章 

接著我看到被勾魂者拖到地獄，並一直遭毆打的靈魂。 

於是我問：「這人在世間犯了什麼罪？」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是個邪惡的人的靈魂，他在世上經常在寬

廣的湖中、泉水和溪流中洗頭、洗臉，洗髒汙的手，洗污穢的下肢，使天使長、水神

霍達德傷心。」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污染水域。 

 

第 74 章 

我還看到一隻腳被綁住，頭朝下的靈魂，一把刀刺入他們的心臟。 

於是我問：「這些靈魂是誰？」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些是邪惡的人的靈魂，在世上他們非法

屠殺野獸和牛羊。」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非法屠殺野獸和牛羊。 

 

第 98 章 

接著我看到一男一女的靈魂，在吃自己拉出的糞便。 

於是我問：「這些人在世上犯了什麼罪，其靈魂要遭受如此嚴厲的懲罰？」 

虔誠的斯勞沙和天使阿塔爾這樣說：「這些是邪惡男女的靈魂，他們在世上攝食未

遵儀式宰殺的動物，捕殺水獺，並捕殺歐瑪茲的其他生物。」 

此章曉諭信眾，不可攝食不潔肉類，或捕殺神聖動物水獺及其他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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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討論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計 101 章，其中與環保有關者有 10 章，約佔全書 1/10。可

見對信奉祆教的古波斯人來說，環保是重要德目，這些德目可概括為幾項（括號為章

別）：不濫伐樹木（10）、不耗費水資源和蔬菜（23）、不玷污水域和土地（25，37，

58）、不獵殺野生動物（30，74，98）、不污染環境（38）、不污染澡堂（41）。關於不

玷污水火（37），玷污火，除了宗教意義，在火上焚燒穢物也有礙衛生，影響空氣。從

這些祆教信守的德目來看，和當今的環保觀念，諸如保護森林和野生動物，防止土

地、水、空氣污染等基本一致。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以演繹邏輯鋪陳，分為五部，部下分章，條理分明。以演

繹邏輯著書立說，是古希臘人的重大文化貢獻。筆者曾讀過英譯或漢譯的希臘古籍，

其鋪陳方式和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並無二致。反觀其他古文明，如中國和印度的古籍，

其鋪陳方式並非如此。亞歷山大東征，波斯歷經 500 多年希臘化洗禮，以演繹邏輯鋪

陳，並不意外。 

《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的重點在第四部地獄。該部共 85 章，其中 79 章每章寫一

種刑罰，和遭致該刑罰的原因，皆有因果可按。從《阿爾塔維拉夫之書》，不禁連想

起《玉曆寶鈔》的 128 個小地獄，即 128 種刑罰。這些小地獄各有名稱，但未說明入

某小地獄者，是因犯了某種罪行。這是否又是一者有演繹邏輯，一者沒有演繹邏輯所

致？ 

祆教是世上第一個關心自然環境的宗教。祆教認為，上帝有七大創造物——天、

地、水、火、植物、動物和人類。人類作為唯一有意識的創造物，關愛宇宙是人類的

天職。祆教將物質世界視為七種創造物的自然組合，如果和諧和完美是最終目標，那

麼彼此之間應相互依存。祆教認為，在時間的盡頭（即最後審判），人類必須還給上帝

瑪茲達一個原始完美的世界。 

帕西人有個傳說，從前、從前，大地女神遭到侵害，她問上帝瑪茲達，可否派一

位英雄加以阻止。瑪茲達說，他會派一位聖人，用言語鼓舞人心，以阻止人們傷害

她，於是先知瑣羅亞斯德就誕生了。15學者公認，瑣羅亞斯德是史上第一位環保主義

者。 

 

後記 

2014 年春節期間，從元文琪教授的《波斯文學入門》，讀到《阿爾塔維拉夫之書》

（元教授譯為《阿爾塔維拉夫夢遊記》），發現其著作緣起，和約作於宋代的民間善書

《玉曆寶鈔》近似。16我於 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中，曾致力研究民間宗教和民間文

學，不禁想到，《玉曆寶鈔》的著造是否受到《阿爾塔維拉夫之書》的啟發？ 

 
15 The Interfait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CSD，跨宗教永續發展中心）網頁“Zoroastrian 

Ecology” https://www.interfaithsustain.com/zoroastrian-ecology/ 
16 《玉曆寶鈔》的著作緣起是：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誕辰，十殿閻王前往祝壽。菩薩大發慈悲，命十殿

閻王擬具辦法普渡眾生。十殿閻王建議：「今擬將地獄道中種種惡趣，借有德行之人，令其入冥目覩，記

述玉曆寶鈔，還陽普傳世間，廣勸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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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春節過後，在網上找到 The Book of Arda Viraf 上傳本。2021 年 2 月 7 日

起，因特殊因緣，以「做中學」態度，參照大英圖書館電子本（網路上傳本不完

整），著手翻譯。3 月 17 日竣工，加上註釋，計 22,000 餘字。4 月 7 日，又撰成萬餘

字導言，決定以中英對照方式，出本小書，書名取為《維拉夫天堂地獄遊記》。此書

已於 2021 年 1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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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Zoroastrianis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from Book of Arda Viraf 

 

Zhijie Zhang 

（Member of CAHS） 

 

The Zoroastrian document The Book of Arda Viraf was written in the late Sassanid dynasty. 

The general idea is that: Viraf's soul is out of his body, led by two angels, traversing heaven 

and hell, and after waking up, he tells the world about what he has seen and heard. In the 

Zoroastrian teachings, the main god Ahura Mazda has a number of subordinate gods, 

including the god of the earth, the god of fire, the god of rivers, the god of plants, and so on. 

Human beings, such as polluting land and rivers, burning filth, destroying vegetation, etc., are 

blaspheming these gods. Several of the penalties in hell in this book are related to this.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s chapter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firms Zoroastria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claim that Zoroaster is the earliest environmentalist in the 

world. 

Keywords: The Book of Arda Viraf, Zoroastrianism, Zoroas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