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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所降下的，没有谁能够

升起；他所升起的，没有谁能够降下；他所给予

者，没有谁能够阻止；他所阻止者，没有谁能够给

予；他所联系者，没有谁能够断绝；他所断绝者，

没有谁能够联系。我赞美伟大的创造者超绝万物，

他是明哲的、至慈的主；灾难凭借他的哲理而发

生，凭借他的仁慈而受益，我以他所有的行为赞颂

他，感谢他丰厚的恩典。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

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是最明哲的裁决

者，最精通的创造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他的

仆人和使者，派遣他消除隐昧与邪恶；愿真主恩赐

他和他的同伴、在叛变之日英勇卓越的艾布白克

尔；一如既往地壮大伊斯兰的欧麦尔；被不义地杀

害的欧斯曼；以其竭力反驳和抵制否认的阿里；及

其所有的家属和众圣门弟子幸福和平安。 

亲爱的兄弟们！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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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كِ� َوٱۡلَ�ِٰملَِ� َعلَۡيَها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دَ�ُٰت لِۡلُفَقَرآءِ َوٱلَۡمَ�ٰ َّ َما ٱل ّّ ِ �

بِيِل� فَرِ�َضةٗ  َّ ِِ ٱل ِ َوٱۡۡ ّّ ٰرِِ�َ� َوِ  َببِيِل ٱ َٰ ِاَاِ  َوٱۡل ّلَفةِ اُلُُُهُهۡ  َوِ  ٱلرق ََ  َوٱلُۡم

ُ َعلِيٌ  َحِكي ٞ  ّّ ِ  َوٱ ّّ َِ ٱ ِ   60الو�ة:  )٦ �ق
【[60]天课只归于赤贫者，贫穷者，管理天课

事务者，团结其心者，无能力赎身者，无能力还债

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定

制；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0F

①
 

在这节尊贵的经文中，清高的真主通过自己的

知识，哲理，公正和仁慈阐明了天课的用处，以及

应享用天课的人，他们是八种人；并且还阐明必须

把天课发给他们，这种分配出自安拉的哲理和知

识，不允许逾越这种规定而把天课支付到其它地

方，因为安拉最知道其仆人的最佳利益，他是最善

于判决者。 

                                                 
①《忏悔章》第 6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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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حۡ� ٗ (  ّّ َِ ٱ �ِ ُِ ََ ۡح
َ
َ ِۡ ُاُِنَُن َوَ� ٖ� يُ ُۡ   50لائدة: ا )٥ا لقَِق

【在确信的民众看来，有谁比真主更善于判决

呢？】1F

�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赤贫者与贫穷者：他们是没

有足够自身及其家庭费用的人，他们没有钱，没有

固定的薪水，没有产业，没有充足的收入，也没有

其他必须为其提供费用的人，他们需要安慰和帮

助。学者们说：“给予他们足够他们及其家庭一整

年费用的天课，直到来年再次分配天课；给予穷人

足够他结婚需要的天课；给予贫穷的求知者购买他

所需要买的书籍；给予有工资但不够他及家人费用

的人天课，补充他们的费用，因为他们都属于有困

难的人。”至于有足够费用的人，不允许给其天

课，即使他要也罢！但要提醒并警告他，无故乞讨

者将要受到的惩罚。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

                                                 
①《筵席章》第 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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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الَ تََزلُل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عن عبد اهللا بن عمم يض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 لهللاَ 
ى
ََْ َ َّ َىُ�ُم ى َى

َ
ُ  أُح

َ
ة
َ
ح َسأى

ى
ـ ٍ  لل ـحى

َ
ُهُه ُمزىَعُ  ة ْىَس ُف وَجى

َ
متفق   ».َوة

عليه

“你们有人一直乞讨，直到他见真主时，面似

骷髅，脸上没有一块肉。” 2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لً، ن لةن  عن أب هم�مة 
ّ
ُ
َ
ـُهـ ى تَـر

َ
َالة حَل ليساَ   مى ََ 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 نى 

ى » ُُ
ى
ََـر ّس  وى ةَُْأى ََُل َْأى

ى
ْ
َ
ًرل، ل حُل َجـسى َسا سَأى ّمس

َ
 يواه مسلم ل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7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40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585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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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们乞讨以求致富者，他所乞讨的只是火

块，所以让他自己选择是少乞讨，还是多乞

讨。”3F

①
 

哈尅姆·本·黑扎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ة  عن حكيم بن حزام  ُضَ ََ َساَل 
ى
ل لل ََ ََ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ل: «َُِن 

 ى 
َ
ٍس ل لُف َمفى َ ُُ أُُّشى ََ ََ

َ
ُ ُِهُه، َوَ نى  

َ
ٍس أُارَُ  ل ُُ سُأواوة َمفى ََ ََ

َ
َسنى   َِ َاٌة، 

ى
ُىْ

 �َُ
ى
ٌ ُ َن لل ْى ََ َها 

ى
ْ ُُ
ى
َُ� لة

ى
َعُ،، َولل ُّ َوالَ سَبى

ُ
ل
ى
ُي ََح

َ
ُ ُِهُه، َوَ َن َلِ

َ
ُرَعاَر ى ل

.« َ�َ  متفق عليه للَأفى
“这些钱财就像新鲜的甜果，取而不贪者，可

以从中获得吉庆；贪得无厌者，从中得不到吉庆，

并且他就像食而不饱的人一样；高手比低手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041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838 段，《艾哈默德

圣训集》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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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①
阿布杜莱哈曼·本·奥菲（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ال َفَح عع� أاب  وعن عبد المحن بن عوف 

 يواه أحد مأحة  ِال لَح لهللا عْهه أاب للر».
“不要打开乞讨之门，否则，安拉就为他打开

贫穷之门。” 5F

②
如果某个未知其情况、但具有富裕

标志的人寻求天课，在阐明其情况之后可以给予他

天课，对于富人和身强力壮者者，无权享用天课，

因为曾有两个男子来向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讨要，先知上下打量他俩一番，看见他俩身

强力壮，然后他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7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35 段，《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2463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60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527，

《达尔米圣训集》第 2750 段 

②《艾哈默德圣训集》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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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ا ج�َن  ف لههسا لرص لرَآ
س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تاُ رج�ن سأحالفه لَلْ

يواه «ِن شئَسا  عطهَرسا وال ىظ لهها ةغ� وال ةلاي مرتأف». للال:

.  أحد وأبو  او  والسسائ
“如果你俩愿意，我就分给你俩。但是对于富

人和身强力壮者无权享用天课。” 6F

①
  

第三种：管理天课事务者：他们是奉命征收，

保管和分配天课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从中

给予他们分发天课，即使他们是富人也罢！至于委

托某些人为某人分发天课，他们并不属于管理天课

事务的人，因此，他们不能因受托而从中享用丝

毫，但如果他们忠实和努力地把天课分发给应享用

的人，他们同样也可以获得类似施舍者的报酬。艾

布穆沙·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奈萨伊圣训集》第 259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633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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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عن أب موس األشعمي 
َ
َُْ  ل  ُسأى

ى
ازَُن لل

َ للى

 َُ ُي ُرنىُف
َ
ُأُه،  (َوُيّ�َما اَاَ  ُ�ْعِطي)لِ رلً، َطَهَعً  أُُه َمفى

َ
ُمَر أُُه َلُم�ً َمَال

ُ
 َ ا  

َََصَ��ُ�َ » ُس
ى
َىُ� لل

َ
ُ أُُه  

َ
ُمَر ل

ُ
ُي  

َ
َ لِ

َ
ُه َُِ ُُ َِ َه�ى  متفق عليه.َِ

“忠实的穆斯林管理员就是完全地，内心纯洁

地执行命令，将奉命之物给予指定的人，那么，他

也属于施舍者之一。” 7F

①
如果他们没有将天课分发

出去，委托者给予他们的钱，不属于天课中的钱。 

第四种：团结其心者：他们是信仰薄弱的穆斯

林，或害怕受到他们伤害的非穆斯林，如果通过给

予他们天课可以加强他的信仰，或消除他们的伤

害。那么，可以给予他们相应的天课。  

第五种：无能力赎身者：他们是从主人那里赎

身的奴隶，可以给予他们的主人天课，以便解放他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7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23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560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68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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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用天课的钱买回奴隶并释放之；也可以赎

回穆斯林的战俘，因为这些都属于奴隶的范畴。 

第六种：无能力还债者：就是欠债者，他们分

为两类： 

第一：为了改善关系或抑制灾难而欠债者，应

根据所欠的数额给予他天课，鼓励他这一崇高的工

作——改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抑制灾难，消除仇

恨和冲突。盖壁率图·艾勒黑俩里的传述，他说：

我承担了债务，于是我来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求他为我解决。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عن ابيصة االيل اا : تملا حالة فهريا ا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أهل فيها

«َا قعهص   « ق  ىّ تحتْنا للص�ق  لنحمر لك أها». ث  قال::  للال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ن لسأحة  ال مّ ِال  ى� ث�ث : رجّ مسّ ةاة  لحْل ل لسأحة  ىّ 

  وكرم رمام الديث يواه مسلم َصهعها ث  َسأ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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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直至有人来交纳天课，然后我们

用它来为你还债。”然后他又说：“盖壁率图呀！

这种乞讨只对三种人是合法的：第一种人是为了调

解纠纷而负债者，乞讨对他是合法的，直至他还清

债务，然后停止乞讨。” 8F

①
然后他提到了整段圣

训。 

第二：为了自身而欠债者，他承担着自己没有

能力偿还的债务，可以给予他天课偿还债务，即使

很多也罢！或偿还他的要求，即使不能满足所需要

也罢！因为交给寻求者，达到被要求者完成义务的

目的。 

第七种：为主道工作者：他们是那些为主道奋

斗的人，其目的是让清高真主的言词成为至高无上

的，不是为了自卫，也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者，可以

给予这种举意的人足够他们为主道奋斗的天课，或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044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579 段，《艾布达吾德

圣训集》第 1640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477，《达尔米圣训集》第 16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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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购买为主道奋斗的武器和弹药，以便保护

和捍卫伊斯兰，使清高真主的言词成为至高无上

的。 

第八种：途中穷困者：就是在旅途中断了盘

费，用尽手中所有，应当给予他天课帮助他返回自

己的家乡，即使他曾是富人，或有人愿意贷款给他

也罢！但不允许他只带稍微的费用，以便用完后领

取天课，因为那属于以欺骗的手段获取不应享用的

东西；不允许把天课分发给否认主的人，除非是为

了团结其心；不允许把天课分发给富人用来贸易，

或工业，或工艺，或薪金，或投资，或必须的费

用，除非他是管理天课事务的人，或者是为主道奋

斗的人，或者是为了改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而欠债

的人；不允许把天课分发给其他失去应享用天课的

人；不允许把天课支付给客人，代替款待他；不允

许把天课支付给自己必须赡养的妻子或近亲，代替

赡养费；允许把天课给予妻子或近亲，但不属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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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赡养费；可以用天课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妻

子偿还债务；可以用天课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双

亲或某近亲偿还债务；允许把天课给予不承担对其

必须支付赡养费义务的近亲；允许妻子把她的天课

给予丈夫偿还债务等。这是大能的安拉对享用天课

者的广泛描述，其中包含了我们所提到的和其他的

人，谁具备了这些属性，那他就有享用天课的权

利；因此，只有凭借经训或伊斯兰民族的公决，才

能分发天课。伊本麦斯欧德的妻子宰奈布·艾勒赛

格斐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

令妇女们施舍，她问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عن ب�نث افيفية اممأة عبد اهللا بن مسعو  أا ا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مم السساء 

بالصداةف فسهلا ا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فيالا: يا يأو  اهللا إنك أممت بالصداة و�ا 

عندي ح  فهي ت أا أرصد  بهف فزعم ابن مسعو  أنه ووله أحق َمْ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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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لأن مأُا  زوجك وول   ىق  :للال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صّداُْا به عليهمف 

 متفق عليه. ن تص�قل أه عْهه »
“主的使者啊！您命令施舍，我有一首饰，我

想把它施舍出去，伊本麦斯欧德却说他和他的孩子

最有资格接受我的施舍。”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伊本麦斯欧德说得对，你的丈夫

和你的孩子最有资格接受你的施舍。” 9F

①
 

赛莱曼·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للص�ق  ع لةفلْ د�ق   عن ألماا بن عمم 

يواه السسائ والتمذي وع ذوي للرى  د�ق  ودْ ».

“对赤贫者施舍，可以获得施舍的回赐，对近

亲施舍可以获得施舍和联系近亲的回赐。”10F

②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93 段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658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582 段，《伊本马哲圣

训集》第 184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214，《达尔米圣训集》第 16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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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以自己的天课替代穷人的债务，因为天

课是给予和接受。清高的真主说： 

ۡ�َ�ٰلِِهۡ  َصَداَةٗ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 ِۡ  103و�ة: الا )ُخۡذ ِ�

【[103]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天课。】 11F

①
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  ن  ينهامه  ل قال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ن لهللا للُع عْهه  د�ق  تَذ

  متفق عليه.ع للرلمه »
“真主为他们规定了天课，取之于他们的富

人，用之于他们的穷人。” 12F

②
以天课替代穷人的债

务，绝不属于给予和接受；因为穷人通常都是无能

力支付债务的，因此，不允许从天课的现钱中替代

债务。 

                                                 
①《忏悔章》第 103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625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435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8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78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1/233，《达尔米圣

训集》第 1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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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纳天课的人在努力寻找之后，认为某人

是应当享用天课的人，然后他把天课给予了那个

人，而后来发现那个人不属于应享用天课的人，那

么，他的天课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去敬畏安拉，安拉也

只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艾布胡莱赖（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 .    ن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ل: «عن أب هم�مة 
َ
َن أَُصَ�ق

َ
تََصَ��

َ
  : ٌّ اَل رَُج

َ
ق

 َ انَ : تُُصَ�َ  َعَ
ُ
َََحَ�ث َعُحال َر دى

َ
ح
َ
َها ُف ََُ� َيُ�َ . ل َُ ََ َا

َ
َرر لل�َث ولهه:) ل (ل

، للال: للس� هللا ع ي�، لحت للهّ:   ا لةغ� لُْْه ََُب لهنفق ما  َيُ�َ

 متفق عليه  عطاُ لهللا».
“一个人说：‘我一定要施舍’。”在圣训中

提到：“他把施舍物放在一个富人的手中。第二天

早晨，人们谈论说：‘有人向富人施舍。’他说：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我施舍给富人了。’然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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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对他说：‘至于富人，但愿他能觉悟，施舍真

主赐予他的财产。’”
①
在《穆斯林圣训集》的另

一传述中提到：  

لى »
َ
ُُُلّعْ  متفق عليه.«  ا د�قَك لل� 

“至于你的施舍，确已被接受了。” 14F

②
麦阿

奴·本·叶基德（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 

 اا : نا أب ُ�ِْمج  نان� يتصد  بها فوضعها عن معن بن يز�د 
عند يجل ف السجدف فجئا فهخذرها فهريته بهاف فيا : واهللا ما إياك أي ت 

لك  ا فا�َل َا َز��، ولك  ا «:  للال ل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ففماصمتُه إل اي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يواه المايي. َََت َا  ُن»

我的父亲拿出许多金币施舍，他将金币放在清

真寺里的一个人跟前，然后我去清真寺里从那人跟

前把金币拿了回来，我带着它去见我的父亲，他

说：“指主发誓！我不想给你。”然后我们争辩着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22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52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223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22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52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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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裁决，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叶基德啊！你

已获得了你所举意的；麦阿奴啊!你所拿回的都归

你拥有。”
①
 

我亲爱的兄弟们！天课只有放在安拉规定的地

方，才能被接受和赏赐；愿安拉怜悯你们，你们当

尽力地把它放在规定的地方，以便你们完成职责，

洁净你们的财产，执行安拉的命令；以便你们的施

舍能被接受，安拉是援助成功的。一切全归养育众

世界的安拉，愿安拉赐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

家属和众圣门弟子幸福和平安。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2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470，《达尔米圣训

集》第 1638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