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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感谢他，向他求援助，

求他恕饶我们，引领我们，保护我们不受自身劣性及

恶习的伤害。真主引领谁，就没有任何人能使他再迷

误；他使谁迷误，也没谁能引领他；我作证：除独一

无二的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我又作证：穆罕

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愿清高伟大的真主赐福他

和他的家人，众圣门弟子，以及所有凭着正义追随他

们的人。 

当今有许多穆斯林忽视了礼拜，甚至于部分穆斯

林完全疏忽地放弃了礼拜。 

今天人们所遭遇的这个考验，是非常严重的问

题，伊斯兰先辈和现代的学者、伊玛目们对此问题产

生了分歧，我希望在其中提出部分易行的。 

概括地说分为两篇： 

第一篇：对放弃礼拜者的裁决。 

第二篇：由于放弃礼拜所引起的叛教或其它的行

为。 

我们祈求清高的真主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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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对放弃礼拜者P0F

①
P的裁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方面的问题，先辈和现

代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产生了分歧，伊玛目艾哈默

德·本·罕百里说：“放弃礼拜就是否认真主，背叛

伊斯兰，如果不悔过自新、不礼拜，可以杀之。”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马力克和沙费尔说：“放弃

礼拜属于作恶之徒，不能断他为否认真主者。” 

然后他们之间有产生了分歧，伊玛目马力克和沙

费尔说：“法律许可杀之。”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说：“给予轻的处罚，不要杀

之。” 

如果它属于争执性的问题，那么，必须把它归于

真主的经典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

圣行（判决），因为清高的真主说：【无论你们争论什

                                                        
①
译者注：这里所指的是完全地放弃拜功，无论是由于什么因素。至于因为懒惰或

疏忽等因素而失去部分拜功者，则属于伪信者的行为，他应当立即悔过自新，争取

得到真主的宽恕，否则，他将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到痛苦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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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都要归真主判决。】P1F

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

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

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裨益更多的，是结果

更美的。】 P2F

②
 

因为每一位分歧者的辩词都不能作为驳斥别人

的证据，又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这任何

一种都不比另一种更适合接受。所以必须归于它俩的

裁决——清高真主的经典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圣行的裁决。 

当我们把这个争执性的问题归于《古兰经》和《圣

训》的裁决时，我们发现《古兰经》和《圣训》都证

明了放弃礼拜属于否认真主，属于最大的否认，背叛

了伊斯兰。 

 

第一：《古兰经》中的证据 

 

清高的真主在《忏悔章》中说：【如果他们悔过

                                                        
①
《协商章》第 10节 

②
《妇女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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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他们就是你们的教胞。】P3F

①
 

清高的真主在《麦尔彦章》中说：【在他们去世

之后，有不肖的后裔继承他们，那些后裔废弃拜功，

顺从嗜欲，他们将遇迷误的报应。但悔罪而信道，且

行善者除外，他们将入乐园，不受丝毫亏待。】 P4F

②
 

第二节经文——《麦尔彦章》指出：对于那些废

弃拜功，顺从嗜欲的人们，真主说：【悔罪而信道，

且行善者除外。】指明当他们放弃礼拜，追随私欲时，

他们就不属于信士。 

第一节经文——《忏悔章》指出：清高的真主在

我们与举伴者之间确定了教胞的条件，三个条件： 

1. 悔过自新，远离举伴。 

2. 力行拜功。 

3. 交纳天课。 

如果他悔过自新，远离举伴，但是他不力行拜功，

也没有交纳天课，那么，他绝不属于我们的教胞。 

如果他力行拜功，但是拒绝交纳天课，那么，他

也绝不属于我们的教胞。 

                                                        
①
《忏悔章》第 11节 

②
《麦尔彦章》第 59-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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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地背叛了伊斯兰，就没有“教

胞”可言，“教胞”不会因作恶或不属于否认的昧恩

而被驳斥。 

真的，在关于杀人者抵罪的经文中，你观看清高

真主的言词：【如果尸亲有所宽赦，那么，一方应依

例提出要求，一方应依礼给予赔偿。】 P5F

①
 

真主提到的是故意杀人者和被杀者的亲属，尽管

故意杀人属于最大的罪行之一。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

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预备重大

的刑罚。】 P6F

②
 

当两伙信士之间发生了争斗时，清高真主的言

词：【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如果

这伙压迫那伙，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这伙，直到他们

归顺真主的命令。如果他们归顺，你们应当秉公调停，

主持公道；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信士们皆兄弟，

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P7F

③
P清高的真主确定了

                                                        
①
《黄牛章》第 178节 

②
《妇女章》第 93节 

③
《寝室章》第 9-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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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者和两伙相互斗争者之间的兄弟关系，尽管杀害

信士属于昧恩的行为之一，犹如在伊玛目布哈里等人

传述的正确《圣训》中所确定的那样，伊本麦斯欧德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辱骂穆斯林属于堕落的行为，

杀害他属于昧恩的行为。” P8F

①
P但是这种昧恩并没有背

叛伊斯兰，假若他背叛了伊斯兰，就根本不会有“教

胞”的存在。尊贵的经文指明了斗争的同时，还存在

着信仰上的兄弟。 

由此可知，放弃礼拜就是否认、就是背叛伊斯兰

的行为，即使他曾经是作恶者或者是犯了不属于否认

主的昧恩罪也罢！不能否认“教胞”的存在，就像因

与信士相斗或杀害信士，并没有否认“教胞”之意的

存在。 

如果有人问：“犹如在《忏悔章》中那节经文 P9F

②
P所

提到的那样，你们认为可以断拒绝交纳天课者为‘卡

费尔’吗？” 

                                                        
①
《布哈里圣训集》 

②
清高的真主说：【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他们就是你们的教

胞。】《忏悔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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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答是：“可以断拒绝交纳天课者为‘卡

费尔’。这是部分学者主张——这也是伊玛目艾哈默

德（愿主怜悯他）的两种传述之一。” 

但是我们更偏重于“不判断拒绝交纳天课者为卡

费尔。”然而拒绝交纳天课者应该受到严重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在其经典中提到了它，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其《圣训》之中也提到了

它。在其中有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

训》，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到了对拒

绝交纳天课者的惩罚，但其结局，看他最终的行为，

要么是进天堂，要么是进火狱。伊玛目穆斯林在“拒

绝交纳天课者的罪行篇”中传述了这段很长的《圣

训》，这证明了它不属于背叛伊斯兰的行为。当然，

如果拒绝交纳天课者是否认真主的人，他就没有进入

天堂的途径。 

这段《圣训》的裁决优先于从《忏悔章》里那节

经文中所理解的内含，因为裁决优先于内含，这在伊

斯兰法律基础中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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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训》中的证据 

 

1.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一

个人与举伴和否认之间的区别，就是放弃礼拜。”P10F

①
P伊

玛目穆斯林在“信仰篇”中引证了贾比尔·本·阿布

杜拉传述的这段《圣训》。 

2.他又引证了布赖德·本·侯率布传述的《圣训》，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约会就是礼拜，谁放弃了它，

谁确已否认了’。” P11F

②
 

这里的“否认”：指的是背叛伊斯兰，因为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以礼拜分别信士与

否认者，众所周知，否认者的信仰不是伊斯兰的信仰，

谁没有完成这项约会，谁就属于否认者。 

3.在《穆斯林圣训集》里，温姆塞莱麦（愿主喜

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将来的领袖，你们认识他们（认识、但不效仿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奈沙伊圣训集》

和《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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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憎恶他们，谁认识，谁确已与他毫无

关系（与他所犯的罪和遭到的惩罚无关）；谁用心去

憎恶他，谁确已平安，但是罪行和惩罚是针对那些喜

爱并追随他们的人。”他们（众圣门弟子）说：“难道

我们不能杀死了他们？”使者说：“不能，只要他们

还礼拜。” P12F

①
 

4.在《穆斯林圣训集》里还有：奥夫·本·马里

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你们最优秀的领袖，就是你们喜

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你们；你们为他们祈求幸福，他

们也为你们祈求幸福的人；你们最恶劣的领袖就是你

们恼怒他们，他们也恼怒你们；你们诅咒他们，他们

也诅咒你们的人。”有人说：“主的使者啊！我们不能

讨伐他们吗？”使者说：“不，只要他们还同你们一

起礼拜；如果你们看见领导人作了让你们讨厌事情，

你们可以憎恶他们的行为，但是不要与他们断绝关

系。”P13F

②
 

最后这两段《圣训》，证明了当领袖不礼拜时，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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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他们宣战和讨伐他们。不允许同领袖争辩，或

杀他们，除非是当他们犯了明显的否认主的行为则例

外，在我们这里有来自于清高真主的明证，因为欧巴

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召见我们，我们就向他宣誓

尽忠，他要求我们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也不论是困

难还是容易的情况下都应顺从他听从他的命令，不要

与领袖争执，除非有来自真主的明显的证据证明他确

已叛教。” P14F

①
 

根据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所阐明的，当他们放弃了礼拜，犯下明显的否认时，

在我们这里有来自于清高真主的明证，可以向他们宣

战和讨伐他们。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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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提到放弃礼拜

者不是“卡费尔”（否认真主的人），更没有提到放弃

礼拜者是信士，提到礼拜的经文是为了证明“认主独

一”的贵重——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及其报酬，它要

么是在经文的本身特别提到禁止放弃礼拜，要么是提

到在特定的状况下人们放弃礼拜的因素，要么是广泛

的，但是带有放弃礼拜就是否认主的证据，因为放弃

礼拜是否认主的证据属于特别的，特别的优先于广泛

的。 

 

如果有人问：“难道不允许理解为这些证明‘放

弃礼拜者就是否认主’的经文，指的是因为否认礼拜

是主命而放弃礼拜的人吗？” 

 

我们说：“不能那样理解，因为在其中有两件应

该注意的事项： 

第一：立法者废除这种描述，提到的是对其裁决： 

立法者提到的是放弃礼拜就是否认主的裁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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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否认礼拜是主命。 

确认教胞是根据力行拜功，而不是确定礼拜的主

命性。清高的真主没有说：‘如果他们悔过自新，并

且确认礼拜的主命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也没有说：‘一个人与举伴和否认之间

的区别，就是否认礼拜的主命性。’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更没有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约会就

是确定拜功的主命性，谁否认了礼拜的主命性，谁确

已否认了真主。’ 

假如理解这是清高的真主及其使者的目的，那么

这种理解确已偏离了正道，因为这违反真主在尊贵的

《古兰经》中所阐明的，清高的真主说：【我曾降示

这部经典，阐明万事。】 P15F

①
P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说：

【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

示，以便他们思维。】 P16F

②
P” 

 

第二：这种描述视立法者没有提到对否认五番拜

功的主命性的裁决： 

                                                        
①
《蜜蜂章》第 89节 

②
《蜜蜂章》第 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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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否认五番拜功的主命性就是否认真主，无

论他礼拜与否，无知绝不能成为他的托词。 

假若某个人礼五番拜功，并且完美拜功的所有条

件、要素、当然和嘉义，但是他否认拜功的主命性，

没有任何借口，尽管他没有放弃礼拜，他也一定是否

认真主的人。 

这阐明了把这些经文理解为是指因为否认拜功

的主命性而放弃礼拜的人，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放

弃礼拜者就是卡费尔、就是背叛伊斯兰的人，犹如伊

本·艾比哈提慕在其《圣训集》所引证的正确《圣训》，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嘱托我们：

‘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真主，不要故意放弃礼拜，谁

故意放弃礼拜，谁确已背叛了伊斯兰。’” P17F

①
P假如我们

把它理解为是指因为否认拜功的主命性而放弃礼拜

的人，那么，在这些经文中特别地提到礼拜就毫无意

义了，的确，这属于广泛的含义，包含了天课、斋戒

                                                        
①
《伊本·艾比哈提慕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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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朝觐，谁因为否认其主命性而放弃了其中的任何一

项，谁确已否认了真主，即使是由于他无知也不能作

为理由。 

就像断放弃礼拜的人为否认真主者需要经典明

文作为证据一样，它也需要理性方面的证据。 

一个有信仰的人怎么会放弃教门的柱石——礼

拜呢？信仰鼓励人们礼拜，要求每一位理智健全的信

士力行拜功，争先恐后地履行之；同时，它严厉地警

告放弃礼拜的行为，要求所有理智健全的信士当谨防

放弃礼拜的因素。同着遵循信仰的要求而放弃礼拜，

放弃礼拜者不会有信仰。” 

 

如果有人问：“能否把‘放弃礼拜是否认’理解

为否认恩典，而不是背叛伊斯兰？或者能否把它理解

为不是最大的、叛教的否认呢？” 

 

犹如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说：

“两种癖性使人们否认了：诽谤血统，嚎哭亡人。”P18F

①
P

                                                        
①
《穆斯林圣训集》，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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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辱骂穆斯林属于堕落的行为，杀害他属于昧

恩的行为。” P19F

①
P等等。 

我们说：“根据以下几点可以说明这种可能性、

这种比较是不正确的： 

第一：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把礼拜作为否认和正信、信士与非信士之间区别的界

限。 

界限区分开被限制的，使其脱离其它的事物。两

种被限制的事物水火不容，任何一项都不能容入到另

一项之中。 

第二：礼拜是伊斯兰的要素之一，描叙放弃礼拜

者为否认主，是一种背叛信仰的否认。 

因为他毁坏了伊斯兰的要素之一，这不同于别人

所犯的其它否认的行为。 

第三：还有许多其它的经文证明了放弃礼拜者就

是否认，背叛信仰的行为。 

根据相互贯通的经文证明，必须判断放弃礼拜者

就是否认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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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库夫尔’所表达的意义不同。 

关于放弃礼拜，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一个人与举伴和否认之间的区别。”用冠词‘ال’
来表达，证明了‘库夫尔’在这里的目的是真正的否

认，它不同于泛指的‘库夫尔’，泛指的能证明这属

于否认的种类之一；或者是动词的‘库夫尔’，动词

能证明他否认了这种行为，它并不是一般背叛伊斯兰

的‘库夫尔’。”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在《正道的需要》一

书的第七十页里提到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圣训》：“两种癖性使人们否认了”时，

他说：“使者说：‘两种癖性使人们否认了’，意思

是：两种习惯使遵行者否认了，这两种习惯本身就属

于否认的行为，它俩使许多人遵行之，但并不是所有

进行的人都属于否认中的一份，使其成为一般的否认

者，最终使其变成真正的否认者。同样，并不是所有

进行的人都属于信仰中的一份，使其成为一般的信仰

者，直至使其变成遵循信仰的基础和实质的人。否认

之间的区别以确指的‘库夫尔’和泛指的‘库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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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犹如在《圣训》中所确定的那样：‘除了放弃

礼拜，仆人与否认或举伴者之间没有区别’。” 

按照这些证据的要求，无故地放弃礼拜者就是卡

费尔、就是叛教者，那么，正确的就是伊玛目艾哈默

德·本·罕百里的主张，也是伊玛目沙费尔的两种主

张之一。犹如伊本凯西尔在其经注中所提到的那样，

清高的真主说：【在他们去世之后，有不肖的后裔继

承他们，那些后裔废弃拜功，顺从嗜欲。】P20F

①
P伊本盖易

慕在《礼拜》一书提到这是伊玛目沙费尔的两种主张

之一。塔哈维从沙费尔那儿传述的这种主张。 

众圣门弟子也是这种主张，不然，并非一个人传

述：这是众圣门弟子的一致公议。 

阿布杜拉·本·谢给给说：“除了礼拜，放弃任

何工作，众圣门弟子都不会认为它属于否认的行

为。” P21F

②
 

公认的伊玛目伊斯哈格·本·拉海维说：“在正

确的《圣训》中提到：放弃礼拜就是卡费尔，这是众

圣门弟子直至当今的学者们的主张，无故放弃礼拜

                                                        
①
《麦尔彦章》第 59节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和《哈克木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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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至拜功的时间失去，就是卡费尔。” 

伊本哈兹慕提到：这是欧麦尔、阿布杜莱哈

曼·本·奥菲、穆阿兹·本·杰百利、艾布胡莱赖等

许多圣门弟子的主张，他说：“没有任何圣门弟子违

背他们的这种主张。”艾勒孟兹利在《喜爱与畏惧》

一书中引证了伊本哈兹慕的话，并且在其中还增加了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阿布杜拉·本·阿巴斯、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和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

们）等圣门弟子。他说：“除了众圣门弟子，还有艾

哈默德·本·罕百里、伊斯哈格·本·拉海维、阿布

杜拉·本·穆巴拉克、奈海诶、黑克木·本·欧泰柏、

安优布·赛海泰雅尼、艾布达吾德·塔亚莱斯、艾布

白克尔·本·艾比希柏、汝海尔·本·哈尔布等等。” 

如果有人问：“怎样回答不主张判断放弃礼拜者

为卡费尔的证据呢？” 

 

我们的答复是：“那些证据并没有提出不能断放

弃礼拜者为卡费尔，或者说放弃礼拜者是信士，或者

说他不会进入火狱，或者说他将进入天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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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思考这些证据，谁就会发现这所有证据不会超

出五个方面，与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的人们所引证

的并不冲突。 

 

第一：引证不正确的《圣训》，试图找出有关放

弃礼拜的根源，但并没有带来利益。 

 

第二：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证据： 

例如他们中部分人所引证的经文，清高的真主

说：【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

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P22F

①
P清高的真主的言

词：〖 لكما دون ذ 〗意思是：比那更轻的罪过，并不是除

此之外所有的罪过。其证据：谁对真主及其使者造谣，

谁就是卡费尔，他犯的不是举伴罪，但是他得不到饶

恕。 

假如我们采纳〖ما دون ذلك〗意思是：除此之外所有

的罪过，那么，它属于概括之门，以特殊的经文证明

                                                        
①
《妇女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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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夫尔’不是举伴，‘库夫尔’是得不到饶恕的叛

教罪，即使他没有举伴真主也罢！ 

 

第三：概括性的、专门的《圣训》都证明了可以

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 

 

例如：在穆阿兹·本·杰百利传述的《圣训》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一

个仆人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那么，真主就会禁止

他入火狱。” P23F

①
P这只是其中的一段《圣训》，类似的还

有艾布胡莱赖、欧巴德·本·刷米特和欧特班·本·马

里克（愿主喜悦他们）传述的《圣训》。 

 

第四：笼统地约束不可能涉及放弃礼拜 

 

例如：在欧特班·本·马里克（愿主喜悦他）传

述的《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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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说：“的确，真主禁止任何因寻求真主的喜悦而

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的人进入

火狱。” P24F

① 

在穆阿兹传述的《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一个人诚心地作证：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

主的使者，那么，真主就会禁止他入火狱。” P25F

②
 

虔诚敬意地、真心实意地念诵两个“作证词”的

人，证词就会阻止念诵者放弃礼拜，当然，任何人如

果履行了诺言，虔诚敬意，那么，他的忠诚就一定会

促使他去礼拜。的确，礼拜是伊斯兰的柱石，是人与

主宰之间的连带，如果念诵者是真诚地为了寻求真主

的喜悦，那么他必须履行使他到达真主喜悦的途径。

同样，如果谁是真诚地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那么，

这个真诚就会促使他完成拜功，忠诚地为了真主而礼

拜，追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圣

行，因为它属于那个真诚“作证词”的必需品。 

                                                        
①
《布哈里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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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提到放弃礼拜的特殊原因 

 

犹如在《伊本马哲圣训集》中提到：侯宰费·本·耶

麦尼传述的《圣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伊斯兰将会像衣服上的花纹一样消失

——在这段《圣训》中提到——在大地上剩下一些人，

老迈体弱者，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先人说这句

话：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所以我

们也说它’。”税莱图说：“他们不知道礼拜，不知道

封斋、不知道伊斯兰的各种仪式，也不知道施舍，‘除

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这句话对他们

毫无裨益。”侯宰费对他的话避而不答，然后税莱图

又对他重复了三遍这句话，每次侯宰费都不回答他，

但是在第三次，侯宰费面对着他说：“税莱图啊！这

句话把他们从火狱之中拯救了出来。”说了三遍。P26F

①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这句话

                                                        
①
《伊本马哲圣训集》 

译者注：这说明到那时的人们除了“清真言”，对教门一无所知，而不是故意地

礼拜，以及伊斯兰其它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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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已从火狱之中拯救了他们这些人，他们曾经放弃伊

斯兰的各项法律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

些，他们遵循的都是他们尽力所为的宗旨，他们类似

那些在伊斯兰的法律成为定制之前死亡者的状况；或

者是类似那些能够胜任地履行伊斯兰的各项法律之

前就死亡者的状况，就像在念完“作证词”之后，有

能力履行伊斯兰的各项法律之前而去世者的状况；或

者类似那些在非穆斯林地区归信伊斯兰者，在他有能

力学习伊斯兰的各项法律之前而去世者的状况。 

结论：主张“不能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的证

据无法与主张“可以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的证据

相抗衡，因为主张“不能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的

证据要么是不正确的，要么是根本不能作为这个问题

的证据，要么是提到的证据不涉及放弃礼拜，或者是

提到放弃礼拜的特殊原因，或者是概括性的、专门的

《圣训》都证明了“可以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 

当凭着正确而又健全的证据阐明了“可以断放弃

礼拜者为卡费尔”，消除抗拒者之后，必定由此引起

对叛教的裁决，阐明围绕这个问题裁决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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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由于放弃礼拜等事项而引起的叛教或其它

的行为 

 

因叛教而引起的今后两世的裁决 

 

第一：今世的裁决： 

 

1.失去管理权：不允许委任他管理伊斯兰规定的

任何事务。由此得知，不能让他照看自己未成年的孩

子或其他的人，也不能把自己的女儿或自己所负责的

女子嫁给他。 

的确，关于《当许配穆斯林女青年时，伊斯兰对

监护人规定的事项》，我们的法学家们（愿主怜悯他

们）在他们简明扼要的、或详细论述的著作中说明：

“卡费尔没有管理女穆斯林的权力”。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说：“婚约只有凭

着遵循正道的人主持才正确。”最伟大、最高尚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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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就是伊斯兰，最愚蠢、最低劣的行为就是背叛伊斯

兰。清高的真主说：【除妄自菲薄者外，谁愿鄙弃伊

布拉欣的宗教呢？】P27F

①
 

 

2.失去继承权：因为卡费尔没有资格成为穆斯林

的继成人，穆斯林也不会成为卡费尔的继承人。因为

在欧萨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

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穆

斯林不能继承卡费尔的遗产，卡费尔也不能继承穆斯

林的遗产。”P28F

②
 

 

3.禁止他进入麦加及其禁区内：因为清高的真主

说：【信道的人们啊！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故从今

年起不准他们临近禁寺。】 P29F

③
 

 

4.禁止他宰牲：骆驼、牛和羊等等，一切被规定

有合法宰牲条件的牲畜。 

                                                        
①
《黄牛章》第 13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忏悔章》第 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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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宰牲的条件：宰牲的人必须是穆斯林或有经

典的人（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至于叛教者、偶像

崇拜者和拜火或拜日教徒，他们的宰牲是非法的。 

哈兹努在其经注中说：“穆斯林法学家们一致公

决：禁止吃拜火或拜日教徒、多神教徒、偶像崇拜者

和没有经典的人们所宰的牲。” 

伊玛目艾哈默德说：“除了异端邪说者，我不知

道有任何人会说与此背道而驰的言语。” 

 

5.在他死后，禁止为其举行殡礼，禁止为他祈求

饶恕和慈悯：因为清高的真主说：【你永远不要替他

们中已死的任何人举行殡礼，你不要亲临他们的坟

墓，他们确已不信真主及其使者，他们是悖逆地死去

的。】 P30F

①
P清高的真主又说：【先知和信士们，既知道多

神教徒是火狱的居民，就不该为他们求饶，即使他们

是自己的亲戚。伊布拉欣曾为他父亲求饶，只为有约

在先；他既知道他的父亲是真主的仇敌，就与他脱离

了关系。伊布拉欣确是慈悲的，确是容忍的。】 P31F

②
 

                                                        
①
《忏悔章》第 84节 

②
《忏悔章》第 113-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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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于否认真主的人祈求饶恕和慈悯，无论他的

否认是因为什么因素，其否认是对祈祷的侵犯，这种

祈祷都是对真主的嘲笑，背叛了众先知和信士们的道

路。 

对于一个信仰真主和末日的人，又怎么能为死于

否认真主的人祈求饶恕和慈悯呢？因为他是清高真

主的敌人。就像尊严的真主所说：【凡仇视真主、众

天使、众使者，以及吉布里赖和米卡赖的，须知真主

是仇视不信道的人们的。】P32F

①
P清高的真主在这节尊贵的

经文中阐明了：清高的真主是仇视所有不信道的人们

的。 

信士必须与所有的不信道者划清界线，因为清高

的真主说：【当时，伊布拉欣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我

与你们所崇拜的，确是没有关系的，惟创造我的主则

不然，他必定要引导我。”】P3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伊布拉欣和他在一起的信士们，

是你们的好模范。当时，他们曾对自己的宗族说：“我

们对于你们，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确是无干的，

                                                        
①
《黄牛章》第 98节 

②
《金饰章》第 26-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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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承认你们，我们彼此间的仇恨，永远存在。直

到你们只信仰真主。”】 P34F

①
P以此实现追随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因为清高的真主说：【（这

是）从真主及其使者在大朝之日传示众人的通告：真

主及其使者对于以物配主者是无干的。】 P35F

②
 

谁加强信仰的关系：因为真主而喜，因为真主而

恨，因为真主而友好相待，因为真主而对立，以便你

的喜、怒、友爱和敌视，都是为了尊严真主的喜爱。 

 

6.禁止他聘娶女穆斯林：因为他是卡费尔，根据

经典明文规定，不允许卡费尔聘娶女穆斯林。 

清高的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当信女们迁移

而来的时候，你们当试验她们。真主是至知她们的信

德的——如果你们认为她们确是信女，那么，就不要

使她们再归不信道的丈夫。她们对于他们是不合法

的，他们对于她们也是不合法的。】 P36F

③
 

伊本古达麦说：“除了有经典的人之外，学者们

                                                        
①
《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4节 

②
《忏悔章》第 3节 

③
《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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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所有的卡费尔一致公议：不允许聘娶他们的女

子，也不允许吃他们所宰的牲。”他又说：“禁止叛教

者聘娶信仰任何宗教的女子，因为法学家们无法确定

他的信仰，应当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P37F

①
 

他在《穆俄尼》的第八册第 130 页的“叛教者篇”

中说：“如果他结婚了，其婚姻不正确，因为他的婚

姻不被承认，拒绝承认其婚姻的事项，就是他的信仰

所拒绝的，就像卡费尔男子娶了穆斯林女子一样。”P38F

②
 

你清楚地知道：禁止与叛教的女子结婚，与叛教

男子的婚姻不正确，假如在信仰之后又背叛了，那将

怎样呢？！ 

伊本古达麦说：“如果夫妻的一方在同房之前叛

教了，其婚约立即被作废，任何一方都没有继承另一

方财产的权利。如果某一方在同房之后叛的教，在这

种情况下，有两种传述，其一：立即分开，废除婚约；

其二：婚姻立即停止，等待受限期结束。” P39F

③
 

又说：“在同房之前，婚姻因为叛教而被废除，
                                                        
①
《穆俄尼》6/592 

②
在哈奈菲学派的《麦集麦阿·艾那哈尔》一书的“卡费尔婚姻篇”的最后提到：

“任何人与叛教的男女结婚，其婚姻都是不正确的。”1/202，这是根据众圣门弟子

（愿主喜悦他们）的一致公决。 
③
《穆俄尼》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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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众法学家们的主张。在同房之后，如果某一方叛

教了，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和马立克主张：立即废除婚

约；伊玛目沙菲尔主张：立即停止，等待受限期结束。” 

这是根据四大伊玛目的一致公决：因夫妻的某一

方叛教，其婚约立即被作废。但是，如果她是在同房

之前叛的教，其婚约立即被作废。如果某一方在同房

之后叛的教，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和马立克主张：立即

废除婚约；伊玛目沙菲尔主张：立即停止，等待受限

期结束；伊玛目艾哈默德有两种主张，犹如以上这两

种主张一样。 

伊本古达麦在第 640 页中说：“如果夫妻双方同

时叛教，对他俩的裁决如同对夫妻的某一方叛教的裁

决一样，假如他俩是在同房之前叛的教，应立即废除

婚约；如果是在同房之后叛的教，应立即废除婚约，

或立即停止，等待受限期结束；这是沙菲尔法学派的

主张。伊玛目艾布哈尼法主张：婚姻不被废除，因为

他俩的信仰没有分歧，就像他俩没有归信一样。”然

后《穆俄尼》的作者以着反驳的方式废除了他的“类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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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叛教者的婚姻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与

穆斯林的男子，还是与穆斯林女子的婚姻，这是凭着

《古兰经》和《圣训》的证据而裁决的。由此确定，

放弃礼拜者就是卡费尔，也是凭着《古兰经》和《圣

训》的证据，凭着众圣门弟子的一致公决而裁决的。

由此可知，如果某个男子，他不礼拜，然后他娶了一

位女穆斯林，其婚姻是不成立的，因为凭着这个婚约，

那女穆斯林是不可以嫁给他的。如果他向清高的真主

悔过自新，并且回归伊斯兰，那么，他必须更新婚约。

如果是妇女不礼拜，其裁决也是如此。 

这与卡费尔在没有归信的情况下的婚约不同，例

如：某个卡费尔的男子娶了一位卡费尔的女子，然后

妻子归信了伊斯兰，如果她是在同房之前归信的，其

婚约立即被作废。如果她是在同房之后归信的，其婚

约不被作废，但是等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的受限期

结束之前归信了，她还是他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是

在她的受限期结束之后才归信了，那么，她的丈夫对

她没有任何权力，因为由此可知，婚约自从她归信之

时就已经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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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时代，当时的不信道者们与他们的妻室们一起

加入伊斯兰，先知承认了他们的婚约，除非是由于有

被禁止的因素存在。例如：夫妻双方都是拜火教徒，

他俩之间有被禁止的血亲关系，当他俩归信伊斯兰之

后，先知为了执行被禁止的因素而使他俩分开。 

这个问题并不像某位穆斯林由于放弃礼拜而被

断为卡费尔，然后他聘娶了某位穆斯林女子的问题。

凭着经典明文和伊斯兰的公议，女穆斯林是不可以嫁

给卡费尔为妻的，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即使他原

本就是卡费尔，而不是叛教者也罢！因此，假如一个

卡费尔娶了某位女穆斯林为妻，其婚姻是无效的，必

须把他俩分开，假如他归信了伊斯兰，并且想娶那位

女穆斯林为妻，那么他必须以着新的婚约去聘娶。 

 

7.娶了女穆斯林的放弃礼拜者，对于他们的孩子

的裁决： 

孩子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归母亲所有，因为孩子属

于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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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已婚的男人，那些认为不应该断放弃礼拜者

为卡费尔的人们主张：孩子们属于他的，在各个方面

都跟随他，因为他的婚姻是正确的。 

至于那些认为可以断放弃礼拜者为卡费尔的人

们主张，就像在第一篇中所考证的那样，它是正确的

主张，我们查看： 

*假如丈夫不知道他的婚姻是无效的，或不相信

它，那么孩子都属于他的，因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的同房是被许可的，那么，这就成为了嫌疑的同房，

嫌疑的同房跟随血缘。 

*假如丈夫知道他的婚姻是无效的，并且相信它，

那么，孩子都不属于他的，因为他们都是从水上被创

造，谁认为他的同房是非法的，那么，那位妇女对他

也就是非法的。 

 

 

第二：因叛教而引起在后世里的裁决： 

 

1.众天使责备他、痛斥他。不然，会打他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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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脊背。 

清高的真主说：【众天使将鞭挞不信道者的脸部

和脊背，而使他们死去，（并且说）：“你们尝试烈火

的刑罚吧！”当时，假若你看见他们的情状……。这

是因为你们所犯的罪恶，又因为真主绝不是亏枉众仆

的。】 P40F

①
 

 

2.他将与卡费尔和多神教徒被集合在一起，因为

他属于他们其中的一员。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应当

集合不义者和他们的伴侣，以及他们舍真主而崇拜

的，然后指示他们火狱的道路。】P41F

②
P意思是：你们应当

集合那些不义之徒以及与他们同类的卡费尔和不义

者。 

 

2.他将永居火狱。因为清高的真主说：【真主确

已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们预备烈火。他们将永居其

中，不能得到任何保护者，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

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他们将说：“但愿我

                                                        
①
《战利品章》第 50-51节 

②
《列班者章》第 22-23节 



对放弃礼拜者的裁决 

 - 39 - 

们曾服从真主，服从使者！”】P42F

①
 

 

 

到此结束了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伟大的、许多人因

此而受到考验的问题。 

*对于渴望悔过自新的人们，忏悔之门是敞开的。

穆斯林兄弟啊！你当争先恐后地向尊严的真主忏悔，

虔诚敬意，因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悔恨，决心永不再犯，

多多地顺从真主。【惟悔过而且信道并行善功者，真

主将勾销其罪行，而录取其善功。真主是至赦的，是

至慈的。悔过而且行善者，确已转向真主。】 P43F

②
 

我祈求清高的真主，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引

导我们所有的人走上他的正道，他曾赐予众先知、忠

信者、诚笃者、善良者的道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①
《同盟军章》第 64-66节 

②
《准则章》第 70-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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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贫仆： 

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勒欧赛米 

伊历：1407/2/23 

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本·阿布杜拉 

1426 年斋月译于圣城麦地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