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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是否允许穆斯林向非穆斯林销售类似猪肉的被禁止东

西？ 

问：我在一家海运公司工作，我的任务就是为过往的海

轮提供服务。这些海轮上的外籍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非穆斯林，

公司老板有时会向这些海轮销售猪肉，之后又把所赢的利润

分给我们这些职员。我们也就接受着，因为我们认为把猪肉

卖给非穆斯林不是非法的，也没有任何《古兰经》和《圣训》

证据证明禁止把猪肉卖给非穆斯林。另外，如果我们把它与

酒相类比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猪肉在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时期就是存在的，如果同样也是非法的，那么，

会像酒一样被明文禁止，诅咒这种行为的。即便这样，有人

还是使我们怀疑这笔收入的合法性，它究竟是合法的，还是

非法的呢？ 

我们并没有参与这项营销工作，我们接受这笔钱并没有

什么不益，因为公司老板好像施舍一样把这笔钱分给我们的。

在知道施舍物的来源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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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文的《圣训》直接明了地，肯定地证明了把猪肉卖给非

穆斯林是非法的？因为猪肉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并不是

非法的。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禁止任何没有知识的人在真主的宗教中随意解释

教法问题。要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为禁止类似

的事情发生，清高的真主说： 

قِّ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الَْفَواِحَش َما َظَهَر ِمنَْها َوَما َبطََن َواِإلْثَم َوالْبَْغَي بَِغْريِ اْحلَ َم َريبِّ ُقْل إِنََّام َحرَّ
ُكوا بِاهللاَِّ َما َملْ ُينَ  ْل بِِه ُسْلَطاًنا َوَأْن َتُقوُلوا َعَىل اهللاَِّ َما ال َتْعَلُموَن َوَأْن ُتْرشِ  33/األعراف زِّ

【你说：“我的主只是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以

及罪恶、无礼的侵害，还有以真主所未证实的事物举伴真主，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①
 

因此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任何正确证据的情况下，说“这

是合法的”，“这是非法的”。清高的真主说： 

وا َعَىل َوال َتُقولُوا ملَِا َتِصُف أَ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سنَُتُكُم اْلَكِذَب َهَذا َحالٌل َوَهَذا َحَراٌم لِتَْفَرتُ
وَن َعَىل اهللاَِّ الَْكِذَب ال ُيْفلُِحوَن     116/النحل )اهللاَِّ الَْكِذَب إِنَّ الَِّذيَن َيْفَرتُ

                                                        
①
《高处章》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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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于自己所叙述的事，不要妄言：“这是合法的，

那是违法的。”以致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假借真主的

名义而造谣者必不成功。】
①
 

第二：无论向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销售猪肉都是非法的。

清高的真主说： 

مًا َعَىل َطاِعٍم َيْطَعُمُه إِال َأْن َيُكوَن َميْتًَة َأْو ( : اهللا تعاىل  قال ُقْل ال َأِجُد ِيف َما ُأوِحَي إَِيلَّ ُحمَرَّ
ُه ِرْجٌس َأْو فِْسقاً ُأِهلَّ لَِغْريِ اهللاَِّ بِِه  َم ِخنِْزيٍر َفإِنَّ  145/األنعام )َدمًا َمْسُفوحًا َأْو َحلْ

【你说：“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

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

它们确是不洁的——或是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
②
的

确，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也已教授了我们

重要的规则，他说： 

م ثمنه : ( قال  م شيئًا حرَّ  ) 3488(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 إن اهللا إذا حرَّ

“真主把某物定为非法的，其价值也是非法的。”
③
学者

艾日巴尼在《阿耶图·麦拉米》（318）中核实了这段《圣训》

的传述系统为优秀的。 

                                                        
①
《蜜蜂章》第 116 节 

②
《牲畜章》第 145 节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4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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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真主喜悦他俩）传述：解放

麦加那年，他在麦加听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说： 

عن جابر بن عبد اهللا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أنه س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يقول عام 
يا : فقيل .  )إن اهللا ورسوله حرم بيع اخلمر وامليتة واخلنزير واألصنام ( : الفتح وهو بمكة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رأيت شحوم امليتة فإهنا يطىل هبا السفن ويدهن هبا اجللود , ويستصبح هبا الناس 
قاتل اهللا : ( ثم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عند ذلك ) . ال , هو حرام : ( فقال  ?

ومسلم )  1212( ري رواه البخا. اليهود إن اهللا ملا حرم شحومها مجلوه ثم باعوه فأكلوا ثمنه 
 )1581 ( 

“真主及其使者确已把买卖酒、自死物、猪肉、偶像定

为非法的。”有人就说：“主的使者呀，你看自死物的脂肪不

但可以涂船，润皮，还可以用来点灯，可以使用吗？”主的

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说：“不行，它是非法

的。”接着他又说：“犹太教徒真该死呀，真主曾禁止他们使

用动物的脂肪，他们却把它熔炼后，出售而食其价值。”
①
。 

伊玛目脑威说：“至于自死物、酒、猪肉，穆斯林大众一

致公议买卖这些东西是非法。”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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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対说：“这段《圣训》说明禁止食用和使用的东西，禁

止买卖，使用其价值也是非法的，如《圣训》中所提到的猪

肉一样。”
 ①
 

伊本·勒吉布·罕佰利在有条理地叙述了一些关于禁止

买卖酒的《圣训》后，总结道：“真主一旦禁止享用某物，禁

止买卖它，禁止使用买卖后所赚的钱，如《圣训》所言‘真

主把某物定为非法的，其价值也是非法的。’这段《圣训》总

括了禁止从任何方面使用这种非法物。这包括两类： 

其一：使用后这种东西仍然存在，如偶像。使用它的目

的就是举伴真主，无可置疑这是最大的叛逆。与此同等性质

的还有有关举伴真主的，魔术方面的、异端方面的、迷误方

面的书籍，另外还有非法的图片、为女奴唱歌买的非法娱乐

工具等。 

其二：消耗品。如果这种东西的主要性质是非法的，就

禁止买卖它，犹如禁止买卖猪肉、酒、自死物一样，即便在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吃自死物，可以用酒解决哽噎、灭火，

有些人认为可以用猪毛缝制东西，有些人认为可以使用猪毛

                                                        
①
摘自《穆斯林圣训集注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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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猪皮——无论是那种，这都不是主要的，可以忽略不计，

但禁止买卖。但是猪肉和自死物主要就是为了食用，酒主要

就是为了饮用它，那么它就是非法的。的确使者（祈求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当有人问他：“主的使者呀，你看自死

物的脂肪不但可以涂船，润皮，还可以用来点灯，可以使用

吗？”主的使者说：“不行，它是非法的…。”
 ①
 

有人问教法案例解答委员会：是否允许把猪肉和酒卖给

非穆斯林？ 

答：禁止销售任何真主所禁止的东西，无论是食品还是

其它物品。如酒和猪肉一样，即便是卖给非穆斯林也不行，

因为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说：“真主把某物

定为非法的，其价值也是非法的。”，还因为使者（祈求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诅咒酒、饮酒者、买酒者、卖酒者、

斟酒者、运酒者、酿酒者，吃酒价值者、储存酒者。
②
 

第三：至于提问者所说的“把猪肉卖给非穆斯林不是非

法的，因为没有任何《古兰经》和《圣训》证据证明禁止把

                                                        
①
摘自《教法和判断综合》（1/415-416） 

②
《教法案例解答委员会》（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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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卖给非穆斯林。”这是不正确的，前面所提的《古兰经》、

《圣训》及穆斯林大众的公议都能证明销售猪肉是非法的。

以上证据总体概述了禁止把猪肉卖给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因

为以上这些禁止销售的证据是广义的，没有区别穆斯林和非

穆斯林。 

如果说禁止销售它，指的就是把它销售给非穆斯林，因

为穆斯林本身是不会买猪肉的，买它干吗呢？他知道真主已

把这种东西定为非法的了？！ 

同样他所说的“猪肉在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时期就是存在的，如果同样也是非法的，一定会像酒

一样明文禁止、诅咒这种行为的。”这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禁止某事，并不是非要使者（祈求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诅咒做这件事的人才成立。只要他禁止此物，它

就是非法的；或是他说了这是非法的，就是非法的，如禁止

销售猪肉一样。 

第四：至于你们所收的这笔钱，在知道它是非法的之后，

你们最好远离它，不要再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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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你们收取这笔钱就证明你们已默认了公司老板

的这一行为，而你们本应劝诫他，否认他的行为，劝告他放

弃这种非法营生。为真主而放弃某事，真主一定会回赐他更

好的。 

至于你们在这之前所收取的这笔非法之财，托靠真主，

是没事的。因为清高的真主在禁止利息的经文中说： 

ِه َفاْنَتَهى َفَلُه َما َسَلَف َوَأْمُرُه إَِىل اهللاَِّ َفَمْن َجاَءُه َموْ (   275/البقرة )ِعَظٌة ِمْن َربِّ

【奉到主的教训后，就遵守禁令的，得已往不咎，他的

事归真主判决。】
①
 

可参照（2429）及（8196）题的解答。 

祈求真主赐予你们合法、吉庆的给养。 

真主至知。 

                                                        
①
《黄牛章》第 275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