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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fir I-本原时 巳J
信仰基本原則

勺寸須镱，， (iJ...主拉一」 ~Jt.# 真

｀｀讠寸嘿德＂是将考屑真主的和對厲真主
的各神工作肛于真主。迏是真主所下命令中的

最重要的律令。至高元上的真主讽：｀你讽：
他是唯一的。＂（《忠滅章》 1) 又説：＂我刨造
精炅和人癸，只为要他ff] 崇拜我。＂（《播神章》

56) 清高的真主又讽：．｀｀你ff] 蚩崇拜真主，不
要以任何物配他。＂（《如女章》 36) 。

｀｀讠寸嘿德＂分为三秤：｀｀讠寸嘿德·會布比

耶＂（真主創造天地万物并莽育她的狹一性）、

｀｀対嘿德．舄户嘿耶"(只有真主才皮垓受拜）、

｀｀対嘿德· 艾斯瑪· 陣法特" (真主的尊名与

特性的狼一性）。

某一在i寸如忠...市比耶（主字性）

即：滅信真主是宇宙万物中唯一的創造

者、安排者，他供莽万物、执掌生死，天地万
物的枚利唯肛他掌握。至高元上的真主讽：＂除

真主外，述有什么刨造者能从天上地下供給你

仞隅？除他外，絶元成受崇拜的。＂（《刨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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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3) 又讽：＂多福哉拥有主枚者！他対于万

事是全能的。＂（《因枚章》： 1)。真主的枚利覆

蓋了宇宙「司的万事万物，他为所欲为。
真主是万事万物唯一的安排者和掌管

者，真主讽：｀｀真的，刨造和命令只四他主持。
多福哉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 （《高灶章》

54) 一切被造物都唯侂他的安排和掌管。

対于迏神从主袖一的信仰，只有极少一

部分人否iA, 而他ff]是表面不信，而內心却是

承从的，正如真主所讽：｀｀他仞的內心承讠人那

些迹象，但他仞为不又和傲慢而否讠人它。＂（《螞

蚊章》 14) 而仅只是承从真主是刨物主是元济

于事的，苗年那些多神教徒的承从対他亻［］起不
到任何作用。真主是迏祥描述他11'] 的：｀｀如果
你同他1「]:'谁刨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
他1「]必定讽：｀真主。＇他亻「J是如何荒璆的！＂
（《蜘蛛章》 61)

茱:::..真 :i寸澋熄．名户濕耶

即：将一切用米表迏崇拜的工作用于真

主，任何入都不座以任何人或物举伴主、崇拜
他并奈近他，为此真主創造了万物。真主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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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刨造精炅和人哭，只为要他if]崇拜我。＂

（《播神者章》56。)也正是为了亻夸迏迏介真理，

真主派遣了焱使者，頒降了渚统典。他悅：＂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

除我之外絶元寂受崇拜的。所以你mm蚩崇拜

我。＂（《蜘蛛章》 25) 。

迏神从主狓一的信仰，是多神教徒在焱

使者向他亻「］宣迏真理时所否从的，真主洸：｀｀他

仞诱：你米教我仞只崇拜真主，而抛弃我亻「］祖
先所崇拜的（偶像）隅？＇＇（《高灶章》 70) 。

所以，不可将任何崇拜方式（尓巴代）

用予真主之外的，元讠令他是接近真主的天使，

坯是被派遣的先知，或是清廉的贤哲，或是任

何一介被造物，因为｀＇尓巴代＂只皮臼于至尊

的真主。

某三真：吋嚥億．丈斯瑪．隨 r4; :ft 
即：滅亻自真主対自己的杯呼或対自身特

性的描述，或他的使者零用以杯呼他的尊名

或対他特性的描述。用符合真主的至尊的方式

米肯定迏些尊名与特性，絶不可以篡改、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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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做｀｀如何或怎祥＂的描述， 1更不皮以

它物比姒，确信迏些尊名与特性厲实际意叉而

非隱喻。否从那些真主自己否从的或是使者蕊

为他否从的。至于那些没有证据确从或否定

的，我亻「］座垓止步，不予肯定或否定。 2
举例讽明真主的尊名：清高的真主杯頌

自己为｀｀罕佑·蓋尤目＂（永生不天的），所以

我亻「］就皮者堅信｀｀罕佑＂（永生的）是真主的
一介尊名，并且坯要相信迏介尊名所包涵的特

性：前元始后元終的永生。真主杯自己为｀｀賽

米尓＂（全眼的），我亻「］就座苗皈信｀｀賽米尓,,

是真主的一介尊名，全昕是他的一令特性，他

是全昕全知的。
举例讽明真主的特性：至尊的真主悅：

I —篡改：在没有iiE据的情況下改変真主的特性（陣法特）的描
述．
—弃置性：否定全部或部分真主成有的尊名和特性．
一｀｀如何的＂是指在內心或用语言敘述真主的特性．例如讽：｀｀真

主的手如何、如何···"
一＂怎祥的，是指用被造物的厲性米比喻真主的特性，或相信

他有突1以被造物的厲性．

2 至于它的意又：他亻「］惡要祠介清楚。如果表迏的是措讠吳的意思，
真主远寓其意，必痰拒絶；如果表迏的是真叉与清高的真主相符，

則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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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徒説：｀｀真主的手是被拘束的。,, 但

愿他仞的手被拘束，但愿他m因为自己所讽的

悪言而被弃絶！其实，他的两只手是展汗的；
他要怎祥煚用，就怎祥費用。,, (《筵席章》 64) 。

真主肯定他有戏手，形容为展玕的，意为博施。

因此我亻「］皮苗皈信真主拥有博施恩典的戏手。

但是，我亻［］不座试閔思考、淡讠餠迏戏手是怎祥

的形态，也不可从为真主的戏手相似被造物的
手，因为真主洸：｀｀任何物不似象他。他确是
全聼的，确是全明的。＂（《初、商章》 U 。)

対迏神从主袖一信仰的惡結是：我亻［）必

須堅信真主为自己肯定的，或他的使者孟为

他肯定的尊名与牡性，堅信它是真实的否定真
主和使者孟所否定的。不可篡改、弃置，也

不可做｀｀如何或怎祥＂的描述，更不可以它物

比姒之。

u 續．其 -t-除其主之外，兑元盧~景

彝考，，約逾乂

"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迏句话

是信仰的基拙，在伊斯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它是伊斯竺五大要素之首，是信仰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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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項。只有口柒诵念它，了解其意，遵循

它所要求的一切，一介人的工作才能得到真主

的接受。
它的真意不容篡改，即：｀｀除真主之外，

絶元真正座受崇拜者。＂它不能被解秤为：｀｀除
真主外，絶元刨造者＂或｀｀除真主外，絶元真

实存在者＂。因为迏只把清真言局限于讠寸嘿

德．烏户嘿耶之中。而忽视清真言中至失重要

的讠寸嘿德· 舄户嘿耶。

迏句话包括了两介基本內容：

1 一否定。即：我亻［］所念的 "~l'J" C没
有座受崇拜的神炅）。否定了一切事物受崇拜
的神炅性。

2一肯定。即：我亻［］所念的｀｀心I "il" (唯
有真主）。肯定了唯有真主才皮垓受拜，他没

有同伴。
只有真主才座垓受到崇拜，不允讠午将任

何形式的崇拜（尓巴代）用于真主以外的人或

物。了解迏句话的意叉并宣淡它，遵循其精神：

否定以物配主，堅決从主狸一，并付渚于行劫

的人，才是真正的穆斯林。行为遵循其乂却不

相信它的人，是伪信者；行为迪背了迏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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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即使他口失宣渙清真言，他坯是以物配

主者多神教徒，昧徒。

鹹瞼其主之外，紀元盧失崇抖考，，這句

清真古的惠舟：

迏句话蘊涵着讠午多的尊贤和福祉，其中

有：
1一它可以使原本座垓永居火獄的穆斯

林不永居其中。布哈里圣洲集、穆斯林圣圳集
记裁了先知蕊的话，他悅：｀｀念了｀除真主外，
皮受崇拜者'., 心中有一介大変粒大小的善的

人将脱寓火猿；念了＇除真主之外絶元皮受崇

拜者', 并且心中有一令小変粒大小善念的人

将脱漓火猿；念了｀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

者'; 心中有微尘大小的善的人将脱窩火獄。＂

（圣iJII挙家一致同意 44, 193) 
2一为了它真主刨造了人炎和精炅．。真

主讽：｀＇我刨造精炅和人突，只为要他ff1崇拜
我。＂（《播神者章》 56)

3一为了亻耜迏迏介真理，真主派遣了女

使者，頒降了渚經典。真主悅：＂在你之前我
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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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受崇拜的。所以你仞庶蚩崇拜我。＂（《女
先知章》 25)

4一它是女使者宣教的朗匙，他亻「］都亻夸
迏了迏介真理，他亻「］每一介都曾対他的族女讽：
＂……你ff]要崇拜真主，除他之外，絶元成
受你1「]崇拜的。＂（《高灶章》 73)

5一它是最好的纪念调，先知鞏讽：＂我

和我之前的女先知所念的最好的言鋅是：＂除

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袖一元偶，絶
元伙伴。＂《穆宛塔圣洲集》

II A主之外紀元盧失景丹璹＂童... t!, ... 

#-
＂除真主之外，絶元皮受崇拜者＂迏句

宣言有七介糸件，只有同时具各迏所有的糸

件，迏令宣言才有效，它亻「］是：
1 一知晓：即知晓迏句话中所包涵的否

定和肯定的意叉，及皮垓付渚的行劫。如果一

介仆人知道真主是唯一的皮受崇拜者，崇拜它
物皆为迷课，并用行劫去实贱迏介知讠凡那么，

他已知晓了其叉。真主讽：＂你皮者知道，除
真主外，絶元皮受崇拜者。＂（《穆罕默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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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主的使者孟讽：｀｀知晓｀除真主之外，

絶元座受崇拜者＇的人死了，他将迸入天堂。＂
（《穆斯林圣圳集》 26)

2一堅信：即堅定地、友自內心地诵懐

"作证言"'不參朵任何精炅和人突中的惡魔

所散布的犹疑，堅信不疑的堅信所诵调句的意
叉。真主i)t: "信士，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

后没有怀疑。＂（《寢室章》 49: 15)。主的使者

蕊讽：＂我作证，除真主外再元座受崇拜者；
我确是真主的使者蕊o 兌着送两句话去佘見真

主，并対它元至疑的仆人，必迸天堂。＂（穆斯
林收汞： 27) 

3一接受：即用內心和言语完全地接受

迏句宣言所要求的一切，堅信主的使者蕊侍

迏的所有事各，完全接受，又元反顾。真主洸：
｀｀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経典，信士m也确信

那部経典，他in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久天

使，一切経典和久使者。（他if1 讠兑）： ＇我if1対
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if1 讠兑：
＇我仞昕从了，我伯恩求你赦宥；我m的主啊！
你是最后的阻宿。'" (《貲牛章》 285)

拒絶接受迏一切和反駁它表現在反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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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教律的新法与判決，或与之対抗。就像有人
反対教律対偷盜、通奸、多妻、遺严分配等事

各做出的判決。真主説： "~ 真主及其使者判
決一件事的时候，信道的男女対于他111的事，
不宜有迭搔。＂（《同盟罕章》 36)

4一臘从：即対清真言所含的意叉完全
服从。｀｀服从"与｀｀接受＂之「司的｀匡別在于｀｀接
受＂表現在言鋅上，而｀｀服从＂則体現在行劫
上。如果一令人了解了｀｀除真主之外，絶元座

受崇拜者＂的意乂，內心堅信，口失承tA, 但

没有以实际行劫米表示｀｀服从"'将知枳付渚

实贱，那么，迏対他是元益的。真主讽：＂你
1「]蚩四依你亻［］的主。＂（《臥伍章》 54)。又讽：

｀｀指你的主友誓，他m不算皈信，直到他111清
你判決他1f]之 1司的紛争，而他m的心里対于你

的判決毫元芥蒂，并且他m完全Ill頁服。＂（《妞
女章》 65)

5一減实：即滅实地崇拜真主，滅实地
対待対真主的信仰。真主讽：｀｀皈信的人仞啊！

你1(]要敬畏真主，要和減实的人在一起。"(《仟

悔章》 119)。主的使者鞏讽：｀｀谁友自內心地、

滅实地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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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迸天堂。＂（伊瑪目·艾哈辺德圣圳集）如果

口诵｀｀作证言"'而內心却否从它的意又，那

么，他就不佘得到拯救，而是墮入伪信者一伙。

与滅实相連背的事情有：否从主的使者蕊所亻夸

迏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因为清高的真主命令我

亻「］服从他、相信他，并将此与服从真主联系在

一起。真主況：｀｀你讠兑：你亻f1成蚩服从真主，成

肖服从使者。＂（《光明章》 54)

6一純滅：即以純滅的立意使自己的工

作得以純洁，不受以物配主的玷污。迏表現在
所有的善功都是虔滅为主而做，是为了荻取真

主的喜悅，没有終毫的沽名钓誉，或者为了介

人的利益，或公升和隠藏的私欲。或者干善功

是出自対某人、或教派、或困体的熱愛，刈他

亻fJ言昕计从，而忘却了真主的引尋。善功的目
的必須是为了真主和后世而做，心中不能有从

任何人那里荻得扳酬和感谢的想法。真主洸：

｀｀真的，寂受滅驾的順服者，只有真主。＂（《臥
伍章》 3) 又悅：｀｀他仞只奉命崇拜真主，虔滅

敬意，恪遵正教。＂（《明证章》 5) 歇特班伟述：

先知远悅：｀｀真主禁止烈火焼灼虔滅为主念诵
｀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的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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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圣洲集》、《穆斯林圣圳集》）

7一熱愛：即熱爰迏伟大的言鋅及其意

叉。熱愛真主和他的使者臨，対主圣的熱愛超

越了一切。并符合熱愛的糸件和要求：対真主

的熱愛伴隨着対真主的物頌与尊崇、害怕主的

惡問、祈望主的慈恫；熱愛真主所喜悅的地方：

如変加、変地那，清真寺；熱愛真主所喜悅的
时刻：如｀｀萊変丹＂崙月、朝覲月的前十天等；

熱愛真主所喜悅的人物：如焱先知、使者、天

使、忠滅者、为主道牾牲的烈士，以及虔滅的

信士；熱愛真主所喜悅的工作：如扎拜、交天

课、封崙、朝覲；熱愛真主所喜悅的言语：如

记念真主、诵课古竺經。｀｀熱愛＂述包括了将
真主所喜悅的事情置于自己的愿望和私欲所

之前。｀｀熱愛＂坯包括憎惡真主所憎惡的：憎惡

不信真主、連抗真主的｀｀卡菲尓"'憎悪迷信、

丑事和罪惡。真主況：｀｀信道的人m啊！你亻f1 中

凡叛道的人，真主将以別的民念代替他m. 真

主喜愛那些民佘，他fi1也喜愛真主。他1f1対信
士是讠兼恭的，対外道是威严的，他m为主道而

昚斗，不怕任何人的煚各。＂（《筵席章》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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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孚獃镱詬是真主的仗考＂的毒乂

表里如一地完令承从先知穆罕默德苓是

真主的仆人，是真主派遣給全人突的使者。并

以行劫实跋迏令信仰，服从他的命令。滅信他

所亻耜迏的消息，远窩他所禁止的事物。只以他
所教授的方式崇拜真主。

作证｀＇穆罕默德蕊是真主的使者＂包括

了两璜基本內容：｀｀是他的仆人和使者＂。迏两

璜否定了対先知苾的近分推崇和极度忽视。

他是真主的仆人，是他的使者，兌着迏两秤高

寅的特件上，他成为了最完美的人奕。迏里｀｀仆

人＂的意思是：他与其他人－祥，以相同的方

式被造，同杼的生活。真主讠兑：｀｀你讠兑：我只是

-1-同你1fl一祥的凡人。"(《古竺經》 18:110) 。

又洸：｀｀一切煚頌，全四真主！他以端正的経

典降示他的仆人，而未在其中制造任何偏邪。＂

（《山洞章》 1)

｀｀使者＂的意思是：他是派遣給全人奕，
宣亻夸主道的投喜者和警告者。｀｀作证言"中包

含的穆圣邸的送两神特性，否定了人対他的

枚利上表現出的近分推崇和极度忽视。很多自
杯厲于他的民族的人亻［］迥分地将他置于受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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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以他举伴真主。抛弃真主而向他祈求

援助，向他祈求只有真主才能掌握的事情：満

足需求、排解忧愁。另有一些人却否从他的使

命，或不跟髄他的指尋，堅持一些与他的指尋

相連背的主張。

"伊瑪尼＂（正信）入共的妻索

正伺（菸珺尼）：言鋅与工作的表現，它

因順从真主多做善行而有所升华，因犯罪而有
所消減。

正信是友自內心与口舌的言语，是內心、

语言和身体力行的表現。

內心的语言是相信正信，承从她；口舌

的语言是确从之；內心的工作是服从正信所要

求的，忠滅待之，承从并喜愛之，为她而想做

善事。
肢体的工作是：执行真主的命令，杜絶

他所禁止的。

《古竺统》和《圣洲》告泝我亻［］，正信

即：信仰真主、相信天使、相信經典、相信焱

使者、相信后世、相信前定。迏六糸是正信的
基絀。真主讽：｀｀使者相信真主所降示他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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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信士伯也确信那部统典，他亻「］人人都相信
真主和他的焱天使、一切經典和焱使者。（他

亻fJ讽）：｀我亻「］対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

亻fJ讽：｀我亻fJ昕从了，我亻「］思求你赦宥；我亻fJ
的主啊！你是最后的汨宿。'"(《黃牛章》： 285) 
《穆斯林圣圳集》收呆穆民的板官歇変尓（求

真主喜悅他）亻夸述的圣iJII: "天使杰布伊勒（求

主賜他平安）洵祠先知蕊有美正信的知讠只，

穆圣蕊告泝他：｀正信是要你肛信真主，相信

他的天使、他的统典、他的焱使者、末日、相
信前定的好与坏。＇＂依迏些细領真主頒降了

《古竺經》，派遣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臨。它

亻［］被杯作｀｀艾尓卡努．伊瑪尼＂（正信的要素）。

第一：信仰真主

信仰真主，包括皈信真主袖一的｀｀烏声

嘿耶"'"魯布比耶＂及他的尊名与描述的屑性。

信仰清高的真主包括：

1. 信仰他是唯一的真正座受崇拜者。

因为他是人突的刨造者、莽育者、供給者；他
知晓人奕秘密的和公玕的一切事各；他要扳賞
卸颕者，慫罰迪抗者；迏介｀｀崇拜＂（尓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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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意又，就是将所有崇拜的举劫只臼于真

主，表現出）願从、祈望、俱怕。怀着対真主全
部的熱愛，在他的尊大面前有卑微的心态，以

此完成迏些崇拜的功修。絶大多數的《古竺經》

文都在圍述迏介重大的原則。清高的真主流：

＂你蚩崇拜真主，而且減驾地順服他。真的，
成受減驾的順服者，只有真主。＂（《臥伍章》 2 、

3)又讽：＂你的主曾命令：你m成肖只崇拜他。"

（《夜行章》 23) 又讠兑：｀｀你亻「］肖祈持真主，滅
心順服他，即使不4言道者不愿意。＂（《赦宥章》

14) 。

｀｀崇拜＂的神哭包括：祈持、畏慎、祈

望、希望、恐俱、害怕、臼依、求佑助、求庇
护、求援助、宰牲、誓愿等等，不得将其中任
何一煮用在真主之外，若是做了就是以物配

主，是叛教的行为。
｀｀祈持" (都哇）的依据：｀｀你亻［］的主

讽：｀你亻「］要祈持我，我就庶答你亻n; 不肯崇
拜我的人，他亻「］将卑贱地迸入火獄。'" (《赦宥

章》： 60) 《圣iJII 》中讽：｀｀祈持就事崇拜。＂（提
尓妳玆 2969)

｀｀畏慎＂的依据：｀｀你亻「」不要畏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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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你亻「」者畏俱我，如果你亻「］是信道的人。＂
（《伊姆竺的家厲章》： 175) 

｀｀祈望＂的依据：｀｀谁祈望与他的主相佘，
就叫他力行善功，叫他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

受相同的崇拜。＂（《山洞章》： 110) 
｀｀信托＂的依据：｀｀你亻「］只皮者信托真主，

如果你亻N是信士的话。＂（《筵席章》： 23) "谁
信托真主，他将使谁満足。＂（《窩婚章》： 3) 

｀｀希望、恐俱与恭｝軛"的依据：｀｀他1「]争
先行善，他亻n为希望和恐俱而呼吁我，他亻n対
于我是恭順的。＂（《女先知章》： 90) 

｀｀害怕"的依据：＂你亻「］不要害怕他亻「],
你亻「」音害怕我。＂（《貲牛章》： 150) 

勺日依＂的依据：｀｀你亻「」者汨依你亻n的
主。＂（《臥伍章》： 54) 

｀｀求祐助"的依据：＂我亻「］只崇拜你，只
求你祐助。＂（《玕端章》： 5) 使者臨讽：｀｀若

是你求祐助，座消求真主祐助。＂《提尓妳玆：

2516>

｀｀求庇护＂的依据：＂你讽：＇我求非育
世人的主宰庇护。"'(《世人章》： 1) 

｀｀求援助＂的依据：＂你亻「］求你亻「］的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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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它就皮帶了你亻fJ 。" (《战利品章》： 9) 

｀｀宰牲"的依据：｀｀你讽：我的拜功、我
的牾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刁于真主

一全世界的主。他絶元伙伴，我只奉到迏介命

令，我是首先順服的人。＂（《牲畜章》： 162 、
163) 《圣讠丿 ii 》中流：｀｀真主沮咒为真主之外宰

牲的人。＂《穆斯林圣圳集： 1978>
｀｀誓愿"的依据：｀｀他亻［］履行誓愿，并畏

俱夾唯普降日。＂（《人章》： 7) 

甚至于平日的刁慣，如睡眠、砍食、课
生、婚嫁等，只能以敬畏真卞为目的；迏些刁

慣加上正确的举意，就佘変成敬畏真主的行

为，穆斯林因此而受到恩賞。

2. 信仰真主，坯包括了堅信真主命令
人亻［］完成的所有主命功课。迏是伊斯竺五大

基絀：作证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

穆罕默德起是主的使者；履行拜功；交納

天课、封｀｀萊変丹＂斎月的崙；有能力者朝

覲主的天房。并履行伊斯竺純正的教履所命
令的一切主命。在迏五大基絀中，最为重要

的是：作证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
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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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仰真主包括堅信他是万物的刨造
者、万事的安排者。以他的知讠只和大能，他

为所欲为。今后两世的枚利唯他掌管，他是

焱世界的主宰。只有他是刨造者、莽育者。
他为了人突的利益，派遣了使者，頒降了經

典，引尋他亻「」以荻得今后两世的成功和幸

福。他袖立完成迏些事各，絶元其他參与者。

真主讠兑：｀｀真主是刨造万物的，也是監护万

物的。＂（《臥伍章》： 62) 
4. 信仰真主包括皈信《古竺經》中所

记裁的和主的使者蕊所亻却迏的真主美好的

尊名与崇高的特性。不加以篡改、弃置，不
做｀｀如何或怎祥＂的描述，也不以他物比姒

之。并滅信真主尊名的意乂中所包含的真主

的特性，以迏些厲性描述真主时，戍芸符合

真主的至尊，絶不可把他相似于被造物。迏

正如至高元上的真主所昭示的那祥：｀｀任何

物不似象他。他确是全睇的，确是全明的。＂

｀仂商章》： 11) 

第二：相信天使

対天使的相信包括対其概括性的和洋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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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描述。穆斯林相信真主拥有焱天使，是他

刨造了他亻「］，使他亻fJ成为l軛服真主的。他亻「］有
很多职別，有的受命担奐着｀｀阿尓世＂（真主

的室座），有的管理天堂和火獄，有的受命记

汞人突的工作。

从対天使的洋细描述中，我亻「］相信真主
和主的使者蕊稔呼其名的天使，如：杰布利勒、

米卡伊勒、火獄的守护者与力克、負責吹咆夏

生日另角的伊斯拉菲勒。阿伊莎（愿主喜悅她）
伟述：先知蕊況：｀｀天使受造于光，精炅受造

于火焰，阿丹受造于已为你亻［］描述述的事物一

即泥土。＂（穆斯林圣圳集： 2996) 。

第三：相信経典
从対渚經典的概括，我亻「］皮浩堅信清高

的真主为了岡明真理，为焱使者源降了經典。

从対其洋细描述的角度，我亻［］堅信真主提到的

經典，有：《讠寸拉特》、《引支勒》、《宰布尓》、
《古竺經》。《古竺經》是最尊貴的經典，也是
最后的一部經典，是之前渚經典的明证。伊斯

竺民族的每一員都必須服从迏部經典，以《古

竺统》和伟自先知泣的圣行米判決事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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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蕊作为引颎精炅和

人突的使者，真主将迏部《古竺經》頒降給他，

就是为了讠上他以迏部經典判決事各。她是心炅

的良葯，解明了万事，是対焱世界的引畀和慈

恫。正如真主昭示：｀｀迏是我所降示的吉祥的

経典，故你if] 蚩遵守它，并蚩敬畏主，以便你
if]蒙主的伶恫。＂（《牲畜章》： 155) 真主又洸：

＂我曾降示送部経典，阅明万事，并作四順者

的向畀、恩惠和喜汛。＂（《蜜蜂章》： 89) 。

第四：相信使者

皈信使者，包括対他亻［］的概括性的和洋

细描述两部分。概括地讲，我亻「］堅信清高的真
主为他的仆人亻「］派遣了焱使者，他亻「］是扳喜者
和警告者，是真理的侍迏者。咆皮他亻n的必能

荻得成功和幸福，連抗者必将絶望和悔恨。他

亻［］中最尊貴者、也是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我亻fJ

的先知穆罕默德迄。清高的真主悅：｀｀我在每

今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介使者，沇：｀你仞蚩

崇拜真主，肖远漓悪魔。'" (《蜜蜂章》： 36) 。

又税：｀｀穆罕默德不是你1f1 中任何男人的父奈，
而是真主的使者，和允先知的封印。＂（《同盟



信1'f',l.本原則 已
罕章》： 40)。从焱使者的洋述的角度而言，我

亻［］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蕊提到名字的那些使

者，如：努哈、呼德、护利赫、伊布拉欣等，
祈求真主将最好的祝福和安守賜予他亻fJ和我

伯的先知穆罕默德远o

第五：堅信后世

包括堅信真主和主的使者蕊告泝我亻fJ的

所有美于死后的事情，如：坎墓中的情形和其

中的慫罰与幸福，隻生日的恐怖，架在火獄上

面的｀｀陡拉特＂析，稔量善惡的天平，市算。
者功逍簿呈現在人亻「］的面前时，有人用右手接

它，有人用左手或从背后接述它。信后世坯包

括了堅信《古竺經》中所记裁的，天园中厲于

穆圣羋的御池。堅信天堂和火獄，相信士伯

将在那一天看到他亻［］的主，真主将与他們交淡
等等那些在《古竺經》和可靠的《圣iJII 》所记

述的事情。座省依真主和主的使者苾対其的

描述皈信迏一切。

第六：堅信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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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相信四件事情：

第一：真主対于已有的事物和即将友生

的事物是全知的。他知晓人奕的情況，知道他

亻［］的給莽、考命、工作等一切事各。清高的真
主讽：｀｀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仟悔

章》： 115) 。
第二：真主为万事万物写下了前定，正如

真主昭示：＂我将一切事物，洋明地记泵在一

肼明白的范本中。＂（《雅辛章》： 12) 。

第三：真主意欲的事情必然友生，他所不

欲的事情絶不令出現。真主讽：｀｀真主就是迏

祥为所欲为。＂（《伊姆竺家厲章》：40) 。

第四：真主在万事没生前就創造前定，真

主讽：＂真主刨造了你if]和你仞的行为。＂（《列

班者》：96) 。

皐伴主 A.Jt.# 真

举伴主指：人在真主的主宰性或受崇拜
的狹一性或其尊名或其特性中以他人或物与

至尊主相提并洽。
举泮主有两#: 以物配主府大農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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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主旳小罪。

第一秤：以物配主的大罪：把用米崇拜

真主的任何一神方式用于他之外的人或物。苗

事人若l!ffi死时坯没有为之仟悔，那他将永居火

獄，他所有的工作因此元效。清高的真主況：

｀｀假若他亻［」以物配主，那么他1「]的善功必定変
成元效的。＂ （《牲畜章》： 88) 犯有以物配主

大罪的人，只有虔滅仟悔，否則是元法荻得真

主的赦宥。他讠兑：｀｀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者

的罪惡，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迏差一

等的其他罪述。谁以物配主，即已犯了大罪。＂
（《如女章》： 48) 
以物配主的大罪述有：祈持真主以外的

人或物，或为他（它）讠午愿或宰牲，或以人或

物与至尊的主相提并诒，像敬愛真主－祥敬愛
他（它）。真主悅：｀｀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另
有崇拜，把他1「」者做真主的匹故，像敬愛真主
－祥敬愛他亻n 。" (《黃牛章》： 165) 

第二神：以物配主的小罪：《古竺统》和

《圣iJII 》中提到的举伴主的行为，但没有迏到

以物配主大罪的程度，不判其为叛教，但他从

主袖一的信仰有缺陷。如：伪善。所以能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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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配主大罪的一切媒介，如：在坎地为真主

扎拜，以真主以外的人或物友誓（但他不从为

被起誓者能为他消夾解雉），或祝：｀｀如果不是

真主，不是你（真主的意愿与某人的意愿）＂

等等。主的使者远況：｀＇我最担心你亻「］的就是

小举伴主。＂有人同那是什么，他讠兑：｀｀伪善。＂
《艾哈辺德圣圳集》又況：｀｀谁以真主以外的

（人或物）起誓确已举伴了真主。＂《艾卜·迏

舄德圣iJII 集》

以物配主的小罪坯有：佩戴护身符、系

坏绳用以驱逐避邪。一旦相信迏些奈西能做到

迏意，就是以物配主的大罪。

能得救＾的信作搣妻

能得到真主拯救人的信仰是那些遵循

《圣汕l 》并和穆斯林大焱困結在一起的人亻「］的
信仰。（艾合理· 過乃· 歇·哲与阿）它指真

正的」1信者作证：真主确是莽育万物，受崇拜
的唯一神炅，仅有他拥有一切完美。 Y3信者只
崇拜他，知道真卞才是刨造者、贈予者、阻禁

者，一切事物只有真主掌握。
他是真正」或被崇拜的神炅，他前元始者，



::t~.!~~111111 111111 II • 111111 111111 1111 1111111 I II 1111 勺
他之前没有任何末西存在。他是元終者。他之

后没有任何來西，他是明晁的，他之上没有任

何末西。他是极隠微者。
任何言鋅都元法表示真主的至尊与清

高，他的本体、定度和強大至高元上、元与佺
比。 3

真主在他的室座（阿勒实）之上，迏符

合他的至尊元上。他的知讠黒切知天地万物、公

升与隠秘的，他洞悉焱仆的一切，兌着他的知

沢与他亻「］同在，座答他亻n的祈持。

真主元求焱世界，而整令宇宙万物都需

要真主的恩賜，恩典他亻「］时时刻刻所需一切，
没有谁能在瞬冏元求于主，他是仁慈特慈的主

宰，任何一令人的信仰与幸福都是真主所賜，

他是「施恩典，不扳夏的主。
仁慈包括：他在每夜的最后三分之一的

时冏降1佃人「司的天空悅：｀｀谁祈持我，我就皮

3 本体崇高至上：意清高的真主在他的＂阿勒实 "_t, 在他的A仆

之上．
定度崇高至上：意真主的定度至伟崇高，没有任何被造物可与真

主匹配比絞，他完美元缺．
大能崇高至上：意清高的真主強大元故，震擬一切被造物，没有

什么可以超出他的杖力与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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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谁向我仟悔，我就寬恕他。＂就迏祥直
至黎明。他的降1佃是一神符合他尊严的方式完

成的。
他是睿智的主，他的法律与定度絶対至

睿，他絶不徒芳地刨造什么，制定法律知讠只为

了給人突造福、预防墮落。
他是寬恕罪惡的主，接受人亻［」的仟悔，

赦宥他亻「］的述錯，他侥恕仟悔者、求恕晓者与

迷途知返者的大罪。

真主是善扳的主，哪怕是一丁燕好事他

都令善扳之，加倍恩賜感谢者。
真主的信士佘遵照真主対自己的描述及

使者盂描述真主本体那祥描述真主。如：永
生、昕与视、大能与伟大、至尊、茉耀、尊严、
完美、以及所有的贊頌。

真正的信士堅信《古竺經》和可靠的〈（圣

圳》亻夸迏的一切：信使亻［］将在天堂奈眼看見清

高的真主，迏和所荻得真主的喜悅是天园中最

大的恩惠与享受。
任何人在没有正信与人主狓一的情況下

死亡，那他将永远留在火獄中，座为元诒是谁
只要他心中存有芥子大小的正信，必定合脱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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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獄。

正信包括內心的信念、想法与上作，包
括肢体的行为和口失所流。谁能以最好的方式

做到迏一切，他就是真正的信士，皮垓荻得賞

賜，平安地避玕刑羽。谁要是在迏方面有缺陷，

他的信仰就全相皮得有缺陷。所以正信合因服

从真主、行善事而有所增加，因犯罪而減少。

信士也要作证：穆罕默德蕊是真主的仆

人与使者。真主以引翎与正教派遣了他，以便

她胜逍一切宗教。他比信士伯自己更慈愛他

亻「］。他是（最后的一位使者），受命向人与精

炅扳喜并警告之，奉真主的命令召喚人亻fJ臼信
主，他是畑烴的明叭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改善

教fl与今世，以使焱人敬拜真主狸一，不为他

匹配伙伴。
信士知道先知岑是最有知讠只、最滅实的

人，是最忠告他亻［］、最岡明真理的人。因此敬

重、喜愛他，愛他胜逍喜愛焱生。教 l、1 的大小
事情都追陡他，信士把使者苓的言讠令与知道

放在焱人的言讠令与知道之上。

信士堅信真主为使者苓集聚了一切美好

的品德与特性，迏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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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占有最崇高的地位、最伟大的茉耀、最完

美的品德。真主引領他蕊做一切善功，警告

他避免一切邪惡。
同祥信士也相信真主頒奖的所有經典及

他差遣的所有使者，有些使者是已知的，有些

是未知的。信士不対迏些使者作任何巨分，相
信他亻［］都亻耜迏同祥的使命：敬拜狸一的真主，

不为他匹配伙伴。
信士相信所有的前定，堅信真主的仆人

所做的一切行为，元讠合善与惡，都在真主的知

沢內，事先被纪汞得，与真主的睿智相失。真
主为他的仆民伯刨造了能力与意愿，他亻「］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志米表迏言讠令与行为。真主不強

迫他亻［］，而是任由他亻［］造捅他亻「］的言行。真主
以他的公正与睿智讠上信士伯喜愛正信（伊瑪

尼），亦持美化他亻n的心炅；讠上他亻［］憎惡迷信、

罪惡与放菏。

正信的准則坯包括：信是必須相信他要

为真主的經典、使者、穆斯林大焱与他亻［］的領

尋提出劫畀，遵照教法命人行善，止人干歹。

注重孝/I概戏奈、善待血奈、奈友、翎人及他座
負責的人，善待焱生，倡尋美德善功，阻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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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丑陋惡行。

正信必須是堅信：信士之中信仰最完美

的人是最具有高尚品德、言语最滅实、行为最

正确是他亻「］中最远漓神神悪性的人。

信士必須堅信为主道昚斗直至末日米

®!, 是信仰的巔峰，用知讠只与武力昚斗，每一
格信士石油－切可能的力量支持他的正信是

主命，只要穆斯林練袖者造的糸件完各，每位

信士都必須服从他的練尋。

正信的准則坯包括：积极鼓助并重视困

結信士伯的臥伍，努力凝聚他亻fJ的共知，先他
的能力警告他伯不要分窩、相互故対与仇恨。

阻止任何可能亻分害信士伯的性命、身体、鈛财、
信誉与枚益的事，倡尋信士与非信士之［司一切

行为界要公乎合理。

信士必須相信追隨使者穆罕默德的民族

是最好的族群，迏介民族中又以酉年的圣n弟
子最为尊貴。其中之最是继穆圣之后的四位正

统領尋者及十位被证明荻得天园回賜的人、參

与白德尓战役的人、參与喜悅盟约者、埔士与
迁士中的先驱。信士敬愛圣fl 弟子伯，也是対
真主的信德。信士皮讠亥宜扮圣fl弟子的善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