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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4手掌精露喝其主之」皂

稽可k

一切贊頌，全問狙一元二的真主，摩、真主賜福于最

后的先知和他的家屑，余至1'1弟子。

正碗的信仰是伊斯主的基拙，它也是遠篇文章的核

心。

根揖未自于《古主控》和《蓋到II})中的直揖可以知

道z 任何工作和吉罷，如果是友自于正嚼的信仰，那么，

它就是正碗的，就舍得到真主的接受:如果不是朱自于

正硝的信仰，那么，人們寺心此事的工作和吉活就金元

效。就如清高的真主所混=

M山] ~.~.r"\ι1 ♂ a::r~1 J J均已占 ι品~~也，~~ :主t VI'J善

<(5) :~T

E權否試正信，權的善功，碗已完鼓了z 他在后

世，品是守折的人。】@

又說:

叫法詩詞J ~~f::，J凶手~~.li， JfJ ~~~i通泠

[(65) 划 ~jh]'~r\缸訝 :J戶h

E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肩示說 z “如果你以物

<iJ (鐘席韋》第 5 咕

-7-



益，‘.."' ..
配主，則你的善功，必定完效，而你必定成方寺折者.]

@有失遠方面意文的銓文很多。

的嘯， «古主經》和《至引 If})証明了正硝的信仰就

是虔誠地信仰真主，相信真主的政天使、經典、使者和

相信末日，以及磷信前定的好杯，述六件事情就是正硝

信仰的基拙，真主以此降示了尊貴的控典，派遣了他的

使者一一穆罕默德〈揖恥。

所有必須相信的幽玄知淚都是建立在送些基拙之

上的。

途所有的一切都是真主及其使者 <I器鞍〉所告知的，

述六大基拙在《古主銓》和《差切 II» 中的征揖很多，其

中有清高的真主說 z

主訂戶均I ::.，s:J:; Y 'pI:; J~I J;i凶必，)~~f~，泣，

[(177) :4tTi~I] ~逗~'J y\品'J 且互助品'J /~IμIJ .uJ\t

E你們把自己的股轉向家方和西方，都不是正叉，

正又是信仰其主，相信末日、天使、天鐘和先知.] ~

清高的真主說=

dM}AHMTJthhJ抖。4j ~41Jjf~J五.，:'}I 詞，

<(285) :4tTi .;,s, ] .心;dAbfu;ja;凶 44)48主

E使者硝信主所降示他的詮典，信士們也硝信那

(1)(臥伍章，第 65 哲

~(費牛章，第 177 哲

·8·



』且喝·甜甜

都盤典，他們人人都硝信真主和他的余天健，一切餐

具和余使者o (他們說):“我們討于他的任何使者，都

不加以接棍，可@

清高的真主混z

~J.JJs:. Jy 'i.li, y~IJ N必IJ Js\f ψJ'pT ♂.li， \tt'f~ •

.r~1 rj內心bd}AZ益的心~“j.;i~ Jjf 'i..u, y遁的}

[(136) :~T ~WI] .，~~~ lD

E信遁的人們啊I 你們瓷碗信真主和使者，以及

他所揖示蛤使者的室主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室主典，權

不信真主、天使、鎧典、使者、末日，誰聽己深入迷

漫了0] @

清高的真主說:

~~ ~~ y l:S' J ~_~ ~1 if'的 ~~I J ~ ;..iAt WI ~f 戶抖，

[(70) :~i ~，] .~~， JS
E准道你不知道喝 T 真主知道天地方物，這礦是

在一本天籃里的。述封于真主礦是容屬的 0] (fi)

至于証明遠些基醋的正萌《至引 II»，非常的多。在

其中有伊耳目穆斯林持述的著名的《至當 II»:信士的長

官歐安力之﹒本﹒竿塔布〈廳主喜恤他〉倩述，吉布拉依

賴天使〈聽話〉美于伊萬尼溺何主的使者 (I輯)，使者

Q) (費牛章，第 285 唱

~ (個女章E 第 136 可言

~ (朝觀章，第 70 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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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才他混z “伊喝尼就是你信仰真主，相信其主的余天使、

銓典、使者和相信末日，以及碗信前定的好事事，"@

穆斯林所有皮厚的文各都是建立在述六項基咄之

上的一一信仰起絕方物的真主的根力、愛生日的事情等

等一切未見的知怎貝o

<D (布哈里是官 II集》和《穆斯林至引 II集>，艾布胡蘿轍〈廳主耳說他〉的持述

-10 -



..喝_.骨

第-~:信仲其主

在信仰超絕方物的真主中有z 堅信他是真正111受崇

拜的主宰，因均他創造了政仆，善待他們，供座他們錯

葬，徊知他們所有秘密和合卉的事情，全能地披賞}眠狀

的人們，每詞連背者，方此功修(崇拜)，真主創造了

人獎和精吏，并以此命令他們，就如清高的真主所說z

afkj尚品dAh aufG 恥ρ泊 ~l ~~Ij ::，J:- t 午海呦，

[(58-56) :耐心b叫]~~是:11 i jiJt J~ a\j:"h 茶訕。1.~兵血:

E我創造精東和人裳，只是海了吐他們崇拜我。

我不望他們的供錯，我也不望他們的事葬，真主硝是

供錯方物的，輛是有技力的，袖是堅定的0) CD

超絕方物的真主又說 z

ebfis 戶忌，共Q~~~IJ 戶.ii;.. 'iii 抖'J tJl)1 品也頃。

們甘心已心以 bi);心已ltj Utl};;-升1 戶，抖抖1

[(21-22) :4.tT i .}J1] ~~舟，許fj i.，印f Jl I~泊戶r \J))心悅1

E余人啊1 你們當崇拜你們的非主，他創造了你

們，和你們以前的人，你們過崇拜他，以使你們敬畏，

他以大地方你們的席，以天空均你們的幕，井且]A云

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錯出t年多果裳，徹治你們的錯

(j) (捕耕者章》第56-58 哲

~11~



·崎..信仰

棒，研以你們不聲明如故犯地給真主樹立匹散，】@

的繭，方了闡明和宣揚遠小真理， 1;蓋防這背它的事

情，真主振遣了余使者，降示了銓典，就如超施方物的

真主所說z

hd114b3LtLi11抖。油"J~品1洲3:-ddYJI亭，:峙，

[(36) :4tT

[~克在每令民叢中，萌己報道一+使者，“你們對

崇拜其主，過造商惡魔0"] «>

清高的真主說=

恥Jj.各色 tif ~~ 4i'~ ~ m-9~ '"j ~! ~戶，j tJI ~草♂也，"}旬章，

<(25) :AtT.y~\ ]

E在你之前，我所提遁的使者，都拿到義的屆示z

除我之外結完座受崇拜的，所以你們鹿三首崇拜我.] @

清高棉大的真主又現:

~PJ扭扭.~~品凶4JA :- III4' 后 411.!1 ﹒ωι! 勾\is"' ，r-J l善

[(2-1) :ltT .)JA] i泣。 KMAZpitJl AU1

E遠是一都可言文糖葫而且帶明的經典-是]A至睿

的、徊知的主蜂示的 o (你說):你們只鹿三告崇拜真主，

我硝是事他的命來看 F告你們，井向你們撤喜的 0] cl)

$(黃牛章，第 21-22 唱

0Sl (蜜蟑章，第 36 唱

0Sl (余先知章》第 25 哲

«l (呼搗章》第 1-2 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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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要上，送令功修它就是以仆人所有的善行一一祈

禱、害怕、希望、札拜、封青、就牲、 i午廳等功修承私人

超絕方物的真主是5虫一元二的主宰，根揖X才他的謙恭，

渴望和畏，慎伴隨著完全的喜愛，屈服他的棉大。

尊貴的《古竺室主》大多數都是因均達小何大的基咄

而下降的。

例如z 清高的真主說=

:~T fjh] ~~\斜拉訕.ill ~f .~~， 4i ~凶4.U l ~崢

[(3-2)

E你對崇拜真主，而且城望喜地願跟他自真的，座

受誠穹的順服者，只有真主，】@

清高的真主說z

[(23) :可 ~1J"""~\]如哇!~!IJ¥~f~~J學

【你的主曾下令混z 你們鹿三且只崇拜他0] @

清高的真主說:

[(14) 到 2吋唾~/;函loj 品占仙延品~4.UI'兵站語

E你的道祈禱真主，誠心願服他，即使不信道者

不愿意，】@

穆阿拉(愿主喜恨他〉的持述，主的使者〈聽腎〉

說: u真主封仆人享有的根利就是他們崇拜他，不以任

(j) «.臥龍章》第2-3 咕

Q) «.在行章 B 第 23 可言

® <.雖有者章》第 14 可言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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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物帶伴他-"由

在信仰超絕方物的真主中注有=堅信他寫自己的仆

人所制定的一切，堅信他方他們所規定的五項明星的伊

斯主要蒙z 作恆除了真主，絕元真正座受崇拜的主，穆

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納夭碟，封“賴菱

丹"月的育，滑于有能力的人座豈朝觀天房，以及伊斯

竺法律所規定的其它各項主命。

送些要素中最重要、最倚大的就是:“作証除了真

主，免去真正庄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作近2 除了真主之外，絕元真正座受崇拜的主。它

需要虔誠地崇拜強一元二的真主，否定他之外有任何神

吏的存在，遠就是“除了真主之外，金色充真正座受崇拜

的主"的會叉，它的意思是:只有真主才是真正座受崇

拜的主宰，除真主之外，所有受到崇拜的一一人、或天

使、或精英、或其它的事物，都是充效的，而真正座咳

受到崇拜的=他是狙一元二的真主。如超絕方物的真主

所說z

JA WI ~fJ j.1，~1 茶句SJb3純 Gbb:FL1}Sai訕訕已u~按

的2) 必許] 4f戶J'~\

E遠是因方真主是真耍的，他們會其主而折榜的

(j) (布睛里差到II轟》和 4穆斯林蓋骨II黨》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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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是虛妄的0] (j)

在前面我們己說明超施方物的真主渴了遠項棉大

的核心創造了人獎和精吏，并以此命令他們，然后又派

遣了余使者，降示了銓典，如果你說真地、多多地思考，

你一定金投現件多穆斯林因方財述項棉大核心的充知，

甚至于他們在崇拜真主的岡肘又崇拜它呦，把財真主座

有的每信用到其它的事物中。真主是援助者。

在信仰起絕方物的真主中有2 堅信真主是余世界的

創造者，他以看自己的知頓和大能安排和掌管他們的事

物，同祥，他是今后兩世的掌管者，余世界的莽育者，

除他之外，設有創造者，也沒有莽育者，方了改善人笑

的狀況，哥召他們奔向今后兩世的成功之道，是他派遣

了余使者，降示了詮典，起施方物的他封述一切都是狙

一元二的主，我如清高的真主混=

【(62) 叫.r-j \] >t(j.,s"'J ，.法~~為妒jS-扭串4ih~
E真主是創造方翰的，也是血妒方物的，】@

清高的真主又說z

Js;.1S抖t1~r\t'f ~j州白山戶， J1;;. 'iJi，品1 此~!~

油1ψμ1其':';~~'J ~IJ ~主J'J 伊拉i :Jlf1J1J車1 抖! ,jI"}J'

[(54) :“ tJ,.r".l\ ] .f~ω1~JW' 月tzph1) 洹叫“

<D (朝觀章》單位可言

~ (臥伍章》第 62 哲

-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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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們的主袖是真主，他在六日內創造了天地，

然后，升上室座，他便黑夜追逐自壘，而遭蔽它z 他

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願]A他的命令的，真的，創造和命

令只蚵他主持。多攝龍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 I】@

在信仰超總方物的真主中注有z 相信在《古竺室主》

和《蓋甘I(»中提到的真主一切美名和至高的肩性，不加

以歪曲、宴改，也不消何形式，更不加以比拙。不然，

在信仰的同肘，你必須要像《古竺銓》和《至引1/»中所

告知的那祥去相信他，根揖誼E明他的佛大的含又一一一其

主的厲性，必須按這合他的屑性去描述他，不能以任何

被造物的厲性去比劉他，就如清高的真主說z

蚓、 :hT dJF41144IbU 為;法斗.s-~學

E任何物都不相倒飽，他袖是全聽的，胡是全明

的，】@

清高倚大的真主又說z

[(74) :4tT~，]心品的前抖i 4iJ, ~1 J巴~lJJ 叫'J;Ai泊勢

E你們不要方真主打比喻，其主知道，而你們不

知道0] @

遠就是正統派的信仰一一主的使者〈躊恥的弟子

們和所有以正磷方針追隨他們者的信仰，它是伊耳目艾

<D (高赴章》第 54 i雪

• (協商章》第 11 哲

• (蜜蜂章，第 74 哲

-16·



』昆喝..神

布哈三〈廳主伶樹他〉在《波治正統派》一守主中所持述

的，也是其他學者的所持述的。

奧扎恩〈慮、主伶惘他〉混=“有人清教汝海利和愛

克侯魯有失真主厲性的銓文，他俯說: '你們造像《古

主詮》中所告知的那祥去相信它'。"

法立德﹒本﹒穆斯林(廳主伶惘他〉說:“有人清

教耳立克、奧扎恩、茉伊蔥，本，賽方之德和亦福揚(慮、

主恃樹他們〉有失真主厲性的設文，他們說z ‘你們過

像《古主銓》中所告知的那祥去相信它，不要伺怎祥'。"

奧扎恩〈愿主恃憫他〉說z “我們曾援和許多再持

弟子在一起，我們現: '超絕方物的真主在阿力之西之上，

我堅信在《蚤切I» 中所提到的真主的一切厲性'。"

豈有人均伺伊耳目耳立克的老師茉比阿固﹒本﹒艾

比阿布杜萊哈曼(廳主持偽他倆)美于真主升上阿示希

的厲性，他說=“上升是余所周知的，上升的形式是充

法想象的，來自于真主及其使者的消息，我們座豈堅信

不疑。"

豈有人因此兩肉伊為目苟立克(愿主伶偶他〉的肘

候，他說=“上升是余所周知的，上升的形式是不可而

知的，相信它是盎然，湖伺它是昇端。"他封均肉的人

混=“我看你是一小杯人。"然后他命人把其驅逐出去。

遠↑消息來自于信士之母溫姆塞萊菱〈愿主喜悅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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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伊耳目艾布阿布杜拉啥曼﹒阿布杜拉﹒本﹒穆巴拉

克(愿主伶憫他〉說=“我們知道超絕方物的主在余天

上面的阿忽西之上，追寓他的創造物。"

成伊耳目在遠一篇中淡拾的吉浩非常多，我們不可

能在此一一提到，如果堆想了解的更多，址他閱i冀正統

派的學者的所編穹的有籍，如: «至引II »作者阿布杜

拉﹒本﹒艾哈默德; «主人主學》作者穆罕默德﹒本﹒呼

宰妻; «歪甘心作者艾布嘎遊慕﹒泰百利; «至illl» 作者

艾布自克力之﹒本﹒艾比阿邀幕。伊斯主大學者伊本泰易

米耶回答保妒者的吉祠，它是一+棉大的、意文深奧的

答案，大字者〈廳主伶憫他〉在其中闡明了正統派的信

仰，并在其中引怔了他們大量的育培、銓典明証和正統

派人士所說的正碗的理性証掘，庭除了別人財正統人士

的爭辯。

他的遠篇文章被打著“泰德穆鼠，，<D的赫氾，的碗，

他在其中筒草地談洽了正統派的立場，引用經典明征和

理性直指闡述了正統派的信仰，較斥違背者，突出真理，

張倒所有的虛妄者，財于每一位目的端正和渴望以現真

理的有浪之士封此都有述一小規息。

所有在美于“真主的美名和廣性"述一篇中造反正

@位于大耳士革*北 130 里扯的著名古逛，迪里的意又由均毀東虛伯.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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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派者的信仰，其必定遠背法律明征和理性征掘，嘴里

的勻所有肯定勻否定的尊名和厲性互相矛盾，

至于正統派，他們肯定起施方物的真主在詮典之中

方自己所硝定的尊名和屬性，或者是他吐自己的使者穆

罕默德(續罷〉方他在正晴的《蓋甜的中所硝定的專名

和厲性，沒有任何比拙，他們完全通寓把超絕方物的真

主的尊名和厲性比喻均被造物的厲性，通寓否說，他們

囡方逼寓相互矛盾教得平安，他們遵循所有的明缸，遠

是真主的常規，唯遵循真主方之派遺余使者的真理，竭

恩全力，忠誠均主地尋求真主的援助，遵守正道，体現

明逝，就如清高的真主所說=

【(18) 先~"Y~l】唾品，也手叫 a.~J»~\J$ 設j\f υJii J豆，

E事足以真理投擲謬妾，而告破其脂袋，曹妄瞬吋

消亡，】@

清高的真主又說=

[(33) :~T iJ商戶] t\戶，已占t， ~\f ~~~!品已耳其;地，

E他們每向你提出一科非雄，說就扇示你真理和

更美瀚的解釋0) 12l

的繭，時費如伊本凱西海之〈廳主恃憫他〉在其著名

的詮注中提到了下面進市詮文一一清高的真主視=

(j) (五k先姐章》第 18 可言

~ (准則章》第33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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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 4lfr~ ~ J 法治白山1抖..s， ~ 'i.ll\ ~，~~!..

[(54)

【你們的主礦是真主，他在六日內創造了天地，

然后升上宣座0) CD在述一篇中多么忱美的吉呵!因方它

重要的意文，在遠里最好引証之，他〈廳主持網他〉說=

“人的財此有吽件多多的文章，速地方并沒有避行延

伸，封此我們遵緝的是清廉的先賢的的主拔一一再立

克、奧扎恩、稍鼠、葉伊亦﹒本﹒賽方之德、沙費泳、艾

哈默德和伊斯哈格﹒本﹒拉海戚等等古代和現代的穆斯

林余伊耳目的道路。"他就像在《古主銓》和《牽引II)}

中所提到的那祥址其通泣，不加以調整，也不加以比椒，

更不否說，里然的忱先于否主人真主的比獄者們的思想，

真主不相似任何被造物，任何物都不相似她，他硝是全

聰的，磷是全明的固然而事情就如政伊耳目所視的那祥，

其中有伊渴目布哈里的老師奈恩姆﹒本﹒啥南德﹒海扎

恩說: "權以被造物比拙真主，堆碗已否已入了:堆否主人

了真主方自己描述的厲性，唯磷己否已入了z 真主沒有方

自身描述的，他的使者也不合比捌。堆根揖《古主主歪》

和正硝的《至引II)} 所提到的、遁合佛大真主的厲性而方

清高的真主磷定其厲性，否令人不通合真主的，堆硝己遵

守了正道。"

(j) (高挫章，第54 唷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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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且.a:相信A.«.

相信天使包含了概括的和細分的，穆斯林相信真主

拇有天便，他創造了他們，以便他們順]A他。他把他們

描述均尊貴的仆人們，他們不金搶先他的言語，他們只

道行他的命令。清高的真主說z

b2尚品1 戶，UAJUHbG} 恃dbklJi--

[(28) :~T.y恥] 4哇。'Ji;-. 且 4品

E他如道在他們前面和后面的z 他們只替他所喜

視者說惰，他們均敬畏他而恐棋，】@

他們的工作取位很多，其中有負責扭負“阿示西"

的天便，有負責掌管天堂和火獄的天使，有負責看守仆

人工作的天使。

根揖細分的方法，我們相信真主及其使者所告知的

各位天便，如z 吉布拉依賴和米卡依賴，耳立克負責掌

管:J<獄，伊斯拉費較負責吹哥角，的碗，在正繭的《蓋

到II )}中提到了遠些，至妻阿依莎〈廳、主喜說她〉的持述，

主的使者〈錯勒說z “天便的是JA光上破遍，浦東是

]A火上接遍，阿且是]A混土的轉學中被遍，"@

<D(余先知章》第 28 可言

ill (穆斯林至vii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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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2 相信種具﹒

必須相信超絕方物的真主角了閻明真理、等召人的

奔向真理，而降示錯余位先知和使者的全部鎧典，清高

的真主說:

~\!J，爭封山1j:.J'J ~的尚品冉b 山區2.h4，;ι，jf :.J學

[(25) :可J.t....占，] 4 J&:...ii\t

E我積已派遣我的政使者，去 f寄送我的祥多明缸，

并降示天畫畫和合平，以便成人遵守舍道 0] (i)

清高的真主說z

~主 J主fJ ~.ri品已HA三延~， ;.is，已品ibGid;y曲已古昌，

[(213) :~To~'] ~~，~品1ω ..，.\!Jt ~凶~j;J~Y的t

E世人原是一小民族，崗后，他們信仰分歧，故其

主派余先知作擺喜者和警告者，且降示他們包含真理

的接典，以使他均世人判決他們所爭愴的是非0] @

根揖細分的方法，我們相信真主所告知的所有的銓

典，如: «113釣》、《新釣》、《宰布力之》和《古主銓》。

《古主銓》是最尊貴的經典，是最后的一部詮典，

它是一部見面E和直察其它銓典的詮典，遠小民族的每一

位成員都必須追隨它及其裁抉，和來自于主的使者

(j) (曉章》第 25 哲

,zo (黃牛章，第 213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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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恥的正嚼的《丟到l阱，因均超絕方物的真主派遣他

的使者穆罕默德是作方全人獎和所有輯吏的使者，并且

方他蹲示了述部《古主室主»，以便他以此在他們之間遊

行裁抉，把它作方監治心病的良藹，閻明了所有的事情，

作方封信士的引辱和慈惘。就如清高的真主所說z

:吋hψ;r ~μ凶叭州句旬判，]4必已叫兵羚卦刁y凶h司恥I ，悵3貞諾

[(155)

E述是我所降示的'宮祥的銓典'故你們對遵守

它，井道敬畏主，以便你們蒙主的特惘，】@

起施方物的真主說=

唾扭4斗Is ~J斗j〉泣ι)J ~站)事訴后r u\品 y\訕訕品d詣，

[(8點 :~T~l】

E我曾降示述部經典，閻明方事，并作崗照者的

向學、恩惠和喜訊，】@

清高的真主現z

心1抖OJ， ~ li 4S-U"，心急肉l1 .Is， J主hJi凶\~心，

JJ~ ::，.主 ddt;Jh13143:abAh法西弘再掙‘~;.~!也~ ifP)~'J

[(158) :~T -l';加] .;:"J:&寺河ihiSNbGω巧

E你說: «食人啊1 瓷碗是真主的使者，他提我來

教化你們全体3 天她的主杖只是真主的，障他之外，

(J) (牲畜章，第 155 哲

-(蜜蜂章》第 89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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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x座受崇拜的。他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故你

們鹿三告信仰其主和他的使者，那小使者是信仰其主及

其吉濁的，是不浪字的先知一一你們鹿三首願]A他，以

使你們遵循正道，可@有失遠方面的鎧文有很多，

Q>(高挫章，第 158 常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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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旬J&:相信位看

相信余使者包含了概括的和細分的，我們相信超華色

方物的真主]A仆人中源遣了政使者作方報喜信和特警

告者，宣持真理者，堆座答了他們的哥召，權硝已成功

地表得了幸福:堆連背了他們，堆碗己遭到挫折和悔恨。

他們的封印、最尊貴者是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本﹒阿

布杜拉〈摺酌，就如超總方物的真主所說=

tdHh3LtLitu急急'J W"Jl卦。f ~J沾沾f j( J\卒，這j方

[(36) :~T

(a在每小民按中，碗己派遣一+使者，“你們道

崇拜其主，三誼通高惡魔，可@

清高的真主混=

忌的~~，~弘ι Js， Js. 4J"曲已失;泊山崎占主且以:.;學
[(165) :A.tT，.凶，]札品 1玖姐1

【我曾派遣詐多使者撮喜信，持警告，以免派遣

使者之后，世人封真主有任何托碎0) @

清高的真主說z

b訂品!h~J ~'JJ右。s3J ~品的。: ..;..f ，，1 心~;)古品，

[(40) :蚓、r".r~，]唔』峰 s法辰~ us,

Q) (蜜蜂章，第 36 哲

~ (個女章，第 165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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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任何男人的艾奈，而是真

主的使者，和余先知的封印者，】@

在他們中，有真主所告知的名字，或主的使者所告

訴的名字，我們通過都相信，如z 努哈、呼德、刷里哈、

伊布拉欣等等一一愿主賜福他們和我們的先知最好的

幸福和平安。

(Jl (同盟軍章，第 40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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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相信車司

至于相信末日，硝已遊入了相信真主及其使者

(I鸝〉所告訴的有美死后的事情，如z 坡坑里的考肉、

技墓里的態胡勻恩典，以及在愛生日駭人昕間的場景、

F盾的刑詞、天平、隨拉特耕、清算、披賞、功迂薄在

人們之間被打卉、有人用右手接近自己的功垃簿，有人

用左手接自己的功迂薄，或者是]A背后接述自己的功迂

薄。同時，逅相信方我們的先知〈拇鞋〉所准各的仙池，

相信天堂和火獄，信士的看見他們超施方物的莽主，真

主寫他們所說的活等等在《古主銓》和正碗的《至引II )}
中所提到的信息，必須相信所有的一切，堅信真主及其

使者(總路〉所簡述的一切。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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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相信爾文

至于相信前定，它包括相信四件事情z

第-件 z超金色方物的真主徊知己銓食生的事情和格

要食生的事情，鄉知仆人的狀況，知道他們的錯莽、穿

限和工作等等事情，任何事情都不能隱瞞超施方物的、

清高的真主，我如清高的真主所說=

[(231) ::itT i.，a，J']唾~妒;再也泣，

E真主男甘于方樹是全知的0) <D

清高的真主說 2

~l品妒;其~ j，~f :,j W,~fJ ~.J妒~ Js. WI ~f \;1詞，

[(12) :~T J乳Dl\]

E 以使你們知道，其主封于五事是全能的，真主

是周知方物的0] @

第且吽 z超重色方物的真主氾汞他所前定和定然的一

切。就如超施方物的真主說z

[(4) :心，]i~~~\$~J 卅;戶戶1 扭扭~~泊，

E說硝己知道大地封于他們的到蝕，發達旦有一

本被保妒的天鈕0] @

清高的真主說z

lD (賣牛章》第 231 可言

<zl (寓婚章P 第 12 可言

CSl (耳弗章，第 4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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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ιf妒 j幻尚的，;話已斗志)j ';j.，~誌5 角，

[(12) :'-tT~屯，iFGl

E我特一切事銜，祥明地t且是在一加明白的蒞本

中，】@

清高的真主混z

心 bi}IZdaAih hAh白J.\斗J'J~戶:dtbfh血肉

[(70) :~T ~，] 4~~1 Js.
E雄道你不知道嗎 T 真主知道天地方 4旬，遠磷是

在一本天籃里的，送封于真主磷是容易的 0] @

第三件 z 相信真主意欲的事情，就金存在，真主設

有意欲的事情，就不金友生。就如超絕方物的真主所說:

【(18) 叫 ~I] ~;\以;阱，也被

E真主硝是均所欲舟的0] @

清高倚大的真主說z

[(82) :~T '-'"""] .~~，:i 1)J~ iJfψ 吋 1hioi 叫苦E

E 對他欲造化任何事翰的肘候，他寫事情只是說

肯z “有"，它就有了-】@

超絕方物的真主說 z

[(29) :~T 且正::h] 唾品J~，~凸 iii1Lh' 。ihi b3;IU 旬，

CD (雅辛章》第 12 可言

III (輯觀章》第7。可言

l3l (輯觀章》第 18 可言

(Jl (雅辛章》第 82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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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們不欲續獨蹈矩，除非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

一一意欲的財候，】@

第甜拌 z 超金色方物的真主創造了方有，除他之外，

設有創造者，也設有葬育者。就如清高的真主說z

<(62) :~T ~j'] 唾j的妒jS-~為伊~~串通，.

E真主是樹造方物的，也是血妒方物的。】@

清高的真主又說=

正 Ji;三J1\~年 J串 ν;jh 戶已 AUF3計1 凶， ~'\!善

[(3) :~T州I] t~J主i)1 J喝茶 ~pil ~ Ii'的心1

E人們啊 l 你們E捏造緒泊真主所揭你們的恩惠，

除其主外，起有什么創造者能航天上地下供錯你們T

除他外，錯x~受崇拜的，你們怎么如此樟穆呢? ] @

在正統派跟前相信前定包含述四件事情，不伺于否

已人其中部分事工頁的昇端之徒。

信仰真主，伊萬尼〈信仰〉就是口舌承訊和身体力

行:信仰金因}I頤航真主而增加，因連背減少。如果沒有

拳伴真主，不允吽因遠背的行方而斷任何穆斯林方否已人

真主的人，例如z 通奸、偷盜、吃利息、吸麻醉品和特

逆父母等等大罪，不座i亥斷其先非信士〈卡費示，否主人

真主的人)，因均超絕方物的真主說z

(j) (甜點章》第29 唱

OJ) (臥伍章》第 62 唱

fj) (創造者章》第3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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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hLhi2);也」d叫 ~J~ ~ P!J 句型卦， afH;haihhp

[(48) 叫 ~W，】札品~ i....; 4s其，.J.ii
E其主必不赦會以物配主的罪惡，他均自己研意

欲的人而赦看比述差一等的罪泣，】@

在許多正硝的《至引 II» 中伶述，真主搔救心中有美

似芥子粒重量的信仰者脫寓火獄。

在信仰真主中 z 因方主而喜，因均主而怒，因方真

主而相互友愛，因 3句真主而互相敢視，信士喜愛信士們，

并勻他們友愛相赴， 1宙怒昧恩者，并敢視之。

在送小民族中，信士們的首領們就是使者(聽恥

的弟子們。

正統派人士喜愛他們，井勻他們友好相赴，堅信他

們是余先知之后最忱秀的人們，因方先如穆罕默德

<J器需〉混=“最忱秀的人是我送一代的人，其狀是他

們的下一代，再其故是他仿的下一代。 n®

正統派人士相信至內弟子中最忱秀者是忠誠的艾

布自克示，其吹是英明果斷的歐菱怨、搧有兩道光明的

歇斯曼和受喜的阿里(愿主事說他們)，在他們之后是

其余的十位以看天堂披喜的主1' 1弟子，最后是其余所有

的主叮弟子一一廳主喜恤他們所有的人，他們封蚤叮弟

Q) (個女章E 第 48 唱

lSI (布暗里至也 II集》和《穆斯林基胡 l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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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間所爭拾的事情保持續默，他們相信主刊弟子都是

勤奇努力的，堆封了，他可以致得兩件扳酬:堆積了，

他可以嶽得一件扳酬。他們喜愛使者 <I當程〉的家人中

信任他的人的，注他們主持事券，吐余位至妻一一信士

之母的主持事努，喜愛她的所有的人。

他們持那些拒絕者的道路元笑一一那些值怒圭叮

弟子、坦咒至1'1弟子、財于穆圭(聽輯)的家厲迫于板

端者的道路，他們把穆差家厲的地位提高的超迂真主賜

予他們的地位。同祥，他們也勻那些以著言行妨害穆圭

家厲的故封者充失。

我們在《正硝的信仰》送篇文章之中，筒明施要地

提到的信仰一一正是真主派遣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聽器〉

的教汀，它就是按救漲到的信仰一一正統派的信仰，它

就是先知<:鶴〉所說的=“在我的民族中有一伙受到

保妒的人，一直遵循真理，放奔和通贊他們的人，垂皇

毫不能街害他們，直至真主的命令來蝠，"@

主的使者<:器鞋〉混z “就太教分方七十一小派剔，

基督教分方七十二小派剔，我的述令民族精要分方七

十三↑派剔，隊了其中的一小派別之外，其它的都是

在火獄之中。"有人何道z “主的使者啊!遠小派到他們

是權呢? "他<:蠶腎〉說z “他們就是道攝我和麓的主

<D (布睛里蓋到 II集》和《穆斯林華也 II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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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弟子們既定的道路的人們，"@它就是必須遵守和履

行的信仰，庇三包遵防連背它的事工頁。

至于偏寓送小正硝的信仰，走違背它的道路的特美

很多，

其中有z 崇拜偶像、天使、清廉者、精英、樹木和

石失等等，送些人他們設有直答余使者的哥召，他們連

背和頑抗余使者，就像古萊氏族人和阿拉伯的偶像崇拜

者勻我們的先知一一穆罕默德仔鸝〉的交往一祥，他

們豈肘向他們的崇拜物祈求解抉需要、康隻病症和援助

他們織駐散人，三句他們宰牲，向他們呼應，道主的使者

(聽腎〉譴責他們的迫神行舟，命令他們忠誠地崇拜狙

一元二的真主肘，他們感到龍昇，并否已人他，他們說z

[(5) :4tT~]心ω;;rJ ω!叫旬II i約1戶增

E男籃道他要特件多神晃斐成-1'神畏呵?送礦是

一件怪事。】@主的使者叫囂告〉一直不停地哥召他們信

仰真主，警告他們不要掌伴真主，并且方他們解釋自己

所宣待的安庚，直至真主引辱了他們中挨得正道者，在

此之后，他們成群結臥地加入真主的教f1t 在主的使者

(I單單〉和余至f1弟子(廳主喜說他們 )t 以及那些以正

硝的道路方針追隨他們者的不斷地宣穗，和長吋悶地方

<D (艾布迫哥德蓋面 II集》、《腫了祖日至也 II黨，和《伊本耳曹壘制 l鐘，

~ (許檀章》第 5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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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道奇斗之后，真主的教叮描駐了其它所有的宗教。然

后各神狀況遭到改斐，愚昧晶腔了件多人，軍至大多數

人都返回到蒙昧的信仰之中一一迂度地浮夸余先知和

清廉者，向他們祈禱，向他們求救等等各科帶伴主的行

方。他們不知道“除真主之外，絕充真正皮受崇拜者"

的意文，就像阿拉伯的多神教徒不知道它的含又一祥。

真主是援助的主宰。

國方愚昧的控制和迫寓至人肘代的因素，迫神在人

們中伺蔓延的竿伴，一直到我們送令吋代。

遠些后代的嫌疑就是他們先人的嫌疑，那就是他們

混z

[(1吼叫~J! ] '4(4il\品 U)白~，.~)忌，

E述些〈攝像〉是在其主那里替我們現惰的0] <D他

們又混z

[(3) :4tT~jI\ ]唾JijAJlgL均主!抖沾1 \.1海

E瓷的崇拜他們，只均他們能使瓷的素近真主，】@

真主碗已廈除了追科嫌疑，并且闡明了推崇拜真主

之外的曾詮存在的任何人或物，堆碗巴掌伴了真主，否

汰了真主，就像清高的真主說:

吋白~ ，.~)i. ~j).u 尚且! ~jμ，~~ \.i Js\ iJJ~~ ~J俑，

lD (tt勢斯韋》第 18 帝

~ (臥伍章》第 3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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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 :~T ~Jt] 4':趴扭

E餘真主外，他們崇拜那財他們既完福又去捕的

寒窗，他們說z “造些〈偶像〉是在其主那里誓說的混

情的，可@

超絕方物的真主較斥他們說z

J的1r~ J#j~' ，J ~J 山戶'J戶i~ l.:勾心句:a;后學

[(18) :~T ..，..JJt ].~.，?~~

E你說=“誰道真主不知道天地間有此事，而要你

們來告訴他呵!贊美真主，他超乎方樹I 他超乎他們

在他之外所崇拜的家西In] @

超施方物的真主在這几常銓文中闡明了崇拜他之

外的余先知或清廉者的，或崇拜他們之外的人或物，就

厲于最大的本伴，的嘯，崇拜者部把它都作其它的名字，

清高的真主混z

yjtHJ;AJidL泊、l 抖站$ ~ ~l;JJf 4iJS ~ 'JW ~.Jl泠

[(3) :~T

E會真主而以偶像均保妒者的人說z “說的崇拜他

們，只均他們能使我們奈近其主，可@

超施方物的其主駁斥他們說=

以古}此以舟，甘心1~1~~~抖 UJ~忌，戶-t llh 已1.

<D (傀勢斯韋》第 18 哲

~(tt勢斯韋》第 18 哲

lZ (臥伍章》第3 咕

• 3S·



正 4 喝 it 骨

[(3) :~T f Y' ]~:;~
E真主持與!抉他們所學槍的是牢，真主必定不引

辱混瓏者、孤恩者，】@

超絕方物的真主以此闡明了他們以看祈禱、害怕和

希望等等崇拜真主之外的，那就是否訊超施方物的真

主，他們最大的謊言就是他們的神果能使他們接近真

主。

在散滑正碗的信仰和連背余使者〈廳主賜福他們〉

所帶來真理的各科昇端邪混中有=

否主人笈生日、天黨和火獄的叛徒，他們否主人所有的

宗教，散文才所有的天扇信仰，把其信是學者在今后兩世帶

到最惡劣的結局之中。

在違背真理的信象中有z 部分巴退宇耶@和部分亦

菲的信仰，林他們的“謝赫"參句真主的安排管理工作，

他們參勾管理世界的各科事勢，他們都他們方樞紐、木

棍和救助等自欺欺人的名赫方自己的神吏，遠是文才真主

的莽育性最可恥的本伴，它比蒙昧肘代的本伴更加惡

誨，因均阿拉伯的多神教徒們沒有財真主的莽育性遊行

拳伴，他們只是在功修中拳伴了真主，他們在寬裕的肘

候才幸伴主，至于他們在現堆的肘候，他們合虔誠敬意

(1) (臥伍章》第 3 可言

@情事向學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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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崇拜真主，就像起施方物的真主說=

向 ~'Jl許~心誠l，;j~平孟晶1 俱到ih1d 哼主心，

<(65) :~T 山后胡SI] lIf~~~ ;..A
[~告他們乘船的肘候，他們誠忌地祈禱真主，道

他使他們平安登惜的肘候，他們立刻就以物配主，】@

至于真主的莽育性，他們知道莽育者是組一元二的

真主，就像超絕方物的真主視 z

[(87) :~T J .rjh] 4~戶主 I)~ 1iJl iJJ函尚早 ;Apat-LAh

E如果你何他們，是誰創造他們，他們必定說:"其

主，可@

清高的真主又說 z

Aμ% 品訕訕証 ~f~j~'J .~，沾沾i莎白主泣，

泊{;再也 ~i品均~1 品， 2);ptFAbatt卉勾斗Eb--L1tJhj

[(31) :叭rJJ!]~~戶

E你混=“權航天上和地上錯你們提棋錯莽T 權主

持你們的昕黨和祖賞T 權使活樹]A死物中生出T 權使

死物]A括鉤中生出T 權管理專輯? "他們要說z “真

主'"你現z “誰道你們不敬畏他喝? ) ~有美遠方面意

文的室主文很多e

至于后代的多神教徒的比此前的增加了兩~方面E

<D(輛轎章，蟬的咕

@‘金崎章》第 87 哲

~(tt勢斯章，第31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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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其主的莽育性遊行本伴:

第二E 在寬緒和現准的肘候，他們都拳伴真主，同

祥，在每他們結交、視察他們的狀況可以知道，現看他

們在做些什么?在埃及的使賽尼和自德雄等人技摹前，

在阿德的阿伊德魯斯的故前，在也fl的啥迪坎墓前，在

沙姆的伊本阿拉比的故墓前，在伊拉克的謝赫阿布社勒

嘎迪然﹒艾勒吉俯尼故墓前等等著名的故墓，他們把件

多其主的特杖用到那些故墓上，很少有人譴責他們的速

科行方，并方他們簡明“趴主組一"的~廈一一真主以

此探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路鞋〉和]A前的渚位使者

〈愿主賜福他們〉。我們居于真主的，我們一定金回自

于他! !

我們祈求超絕方物的真主引辱他們回阻正道，在他

們中伺增加正道的宣持者，援助穆斯林的領袖和學者們

向遠科拳伴宣趟，并消除之，他磷是翎昕的、的近的主。

在通宵正硝信仰的信奈中 z 美于真主的尊名和厲性

述一篇中有昇端之徒一一杰海米耶和穆阿台芥轍，以及

所有遵循他們道路者的信仰，否定棉大真主的屑性，否

已人佛大真主完美的厲性，他們把真主描述均不存在、元

生命、荒謬的。真主完全超乎他們所描述的。

其中有否主人真主的部分厲性，承iA另外一部分，就

像艾西阿利派剔，他們承說他們相信的厲性，否說他們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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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的厲性，他們歪曲有失真主屬性的明旺，連背《古

立經》和《至引11» 以及理性的証掘，他們封此自相矛盾，

至于正統派，他們磷信真主均自己所聽定的，或者

是他注自己的使者穆罕默德 CI器鞋〉方他聽定的完美的

尊名和篇性，不以任何被追鞠去比蚣，道高否說的污智，

他們根揖明証遵循真主所有的尊名和屬性，不歪曲，更

不否說，他們平安地追寓其他人所陷入的自相矛盾一一

就像在前面所闡述的一祥一一遠就是義救者的道路，今

后兩世幸福的途徑，它就是遠令民族的先賢和余伊耳目

所遵循的正道，只有他們的前人成方善者，后人才能成

方善者，那就是遵守《古主銓》和《至當II})，拋奔違背

它倆的事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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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8-.伊扁豆的事項

穆斯林兄弟!超絕方物的真主規定所有的人都必須

加入并遵循伊斯主，謹防造背伊斯主的事項，方了宣持

它，真主源遠了自己的先知穆罕默德何種揖)，佛大的真

主告知:堆追隨他，堆硝己挨得正道:堆連背他，權碗

己混入歧途。他在吽多詮文中注人ffJi.堇防叛教勾其它各

科拳伴和否說的因素，孝者們〈愿主持惘他們〉在《叛

教的裁抉》一告中提到=穆斯林也呼因3bi午多違背伊斯

主的事情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致使自己的生命財戶得

不到保妒。其中最危陵、投生最多的有十科@，我們在

下面特根揖街明施要的方法方你提出，以便你謹防它，

也便于你提醒其他渴望平安和健康的人的警惕它，

第-:脫胎e..主

清高的真主說=

JJ~ 首ij:.;. ~J 泣，duih bJSG;4) 。》iafH:hahb1，

[(48) :叫 ~l耐心II] '4f~w! '-'Jiil ..Lii

E真主必不赦看以物配主的罪惡，他均自己所蠢

欲的人而赦魯比述差一等的罪述，】@

@謝揖穆罕默禮﹒本﹒阿布杜勒方啥布嘻嘻產者指出〈盟主持備他們〉

til (個女章》第48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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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又說z

::，..~心J ~J 如何勾心研ii119.AAiih 也1;.:4 ，;;.鈍，

[(72) :4tT i-U\L\]唾J~f

E權以物配主，其主必禁止權入原因，他的自宿

是火獄，不文的人，站設有任何援助者，】@向亡人折

持和求援助，以及向亡人呼應和宰牲都厲于此矣。

第且 t 堆在自己句真主之間漫畫一些中介，祈禱他

們并向他們尋求說情和托靠他們，穆斯林大成一致合

主人，他磷已否說了真主。

第主 E 不主人均多神教徒是否已人真主的人們，或對他

們的不信戶生杯疑，或iA~他們的思想是正碗的，那么，

他磷已否汰了真主。

第甜 z 堆相信別人的引辱比先知穆罕默德(摺恥

的引辱更加完美，或者相信別人的裁抉比穆蛋的更美

好，就像那些拋奔穆蓋的裁抉而造擇惡魔的裁決者一

祥，那么，他咱是否主人者。

第.A.:堆憎惡使者穆罕默德〈摺鞋〉所措述的任何

一項命令，他硝已否已入了真主，即使他遵循了也要!因

方清高的真主說=

[(9) :~T~] 唾卅日{峰已組 'J;f ~ \}aj'~. ~~ ..

E那是因均他們民惡其主所降示的銓典，故他特

(j) (靈席章》第721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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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的善功完效，】@

第-k:堆較混真主或使者或教1'1中的任何一項法

律，那么，他硝己否令人了真主。因方清高的真主改=

詢:前沿 'JJ屆世 eb3;的抖4的心的糾正，

[(66-65) :4tT4tpl]~抖的

【你混z “你們嘲笑真主及其適象和使者時?"

你們不要扭薛:你們信道之后硝已不信了0] @

第-t:':魔朮。特斐人心，或用魔朮蠱惑人做不愿意

傲的事，堆使用魔朮或喜恤它，那么，他硝己否已入了真

主。因方清高的真主說z

[(102) :~T o..AlI ] ~傘，泊 a ::，;.J叫i 沾去叫~~t:J年，內爭

E他們倆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混=“我們只是斌

鐘，故你不可張道。"] @

第，~:幫助多神教徒又才付穆斯林，因方清高的真主

改z

間1) 划 OJ，n!l] ~的j也JI 伊1 抖;仙13! 尚..4r~~~五~戶戶

E你們中權以他們方盟友，確是他們的同數，其

主必定不引辱不叉的民余0) @

第也 z 相信部分人可以超越穆罕默德 CI輯)的法

CD «穆罕默德章》第 9 哲

~(仟悔章》第 65-66 哲

c» «賣牛章》第 102 哲

(j) «鐘席章》第51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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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那么，他碗己否已人了真主。因方清高的真主混z

~~~已，~~到1 司為抖抖;Ji ~~ r'心~，三產品i~J學

<:(85) :且是~ ~，~ JT]

E舍伊斯主的信仰而尋求別的信仰者，他所尋求

的信仰，絕不金被接受，他在后世，是守折的人，】@

第+:連抗真主的教汀，或反封伊斯主不可缺少的

功課，既不掌司，也不遵循。因方清高的真主說z

b卅五已是..jJ，扭地收♂判后也心岳出4J斗爭 at凶多

[(22) :~T i峙...JI)

E有人以主的適象劫成他，而他不肯昕紋，迫祥

的人，雖比他連不文呢?我必然要每治犯罪的人，】@

上述這些違背伊斯主的事項，元培是出自于玩笑、

主人真或害怕，其斷法都是一祥，但被迫者例外。述所有

的一切都是最危陸、友生最多的，穆斯林庇虫 i堇防它，

保妒自身追寓它。

第甜甜足包扭瓜干 JUJ島峰造的崎竭 2

(lJiA方人方的法律制度比伊斯主的法律更忱越:

*或試方伊斯主制度不造合二十一世紀:

*或主人均伊斯主制度是學致穆斯林落后的因素:

*或主人均伊斯主制度寺篇于人勻真主的美系，勻其

CD (伊姆主的家厲章》第 8S 哲

~ (叩生章》第 22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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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事努格格不入。

(2) 妄言宴施真主的法度一-iJtl如割斷偷盜者的

手、以石古死已婚的通奸者一一不造合述+文明的肘

代。

(3) iA~在社金交往和~施法度等等，可以用非

真主的法律避行裁袂，即使他設有誠信那神裁抉比伊斯

主的法律更方忱越。因方述祥他即把公拔一致通道真主

已定方非法的事物弘均是合法的，凡是把真主硝定的政

所周知的非法事物主人均是合法的人一一比如z 通奸、飲

酒、高利貸和以真主之外的法律遊行裁抉，那么，他硝

己否已入了真主。

我們求真主妒佑，道寓遭到他情怒的各科大罪和痛

苦的懇切。愿真主賜福余生的精英一一穆罕默德和他的

家屑，以及余至fl弟子。

伊品: 1426/7·一一公品: 2005，月

丈..阿布，JiB.﹒丈唔...f.t.

喝醉于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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