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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اا  َامِهّلِلنَحْل سَا ِهّلِل ئَااتِهّلِل .  َا َحْلَا َحْل ُد  ِهّلِل ِهّلِل  َا َا ُد ُد  َا َا َحْل َا ِهّلِل يُد ُد  َا َا َحْل َتَا َحْل ِهّلِل ُد ُد  هللِهّلِل مِهّلِلنَحْل شُد ُد رِهّلِل أَا َتَحْل ُد ِهّلِل  َا َتَا ُدوذُد ِبِهّلِل
الِهّلِليَاا ااِهّلِل َا لَا ُد . أَاعَحْل َا .  مَان  َتَا َحْل ِهّلِل ِهّلِل  ُد  َا َا مُد ِهّلِل َّل لَا ُد  َامَان  ُد َحْل ِهّلِل َحْل  َا َا  َا

 َاأَاشَحْل َا ُد أَانَحْل آل  ِهّلِللَا َا إِهّلِلالَّل  ُد  َاحَحْل َا ُد الَا شَا ِهّلِل كَا لَا ُد،  َاأَاشَحْل َا ُد أَانَّل سَا ِهّلِل  َاَنَا ُمُدَا َّلً   عَابَحْل ُد ُد 
 . َارَاسُدولُد ُد 

ااِهّلِل ِهّلِل أَا َحْلَا ِهّلِل َا   .  َال   ُد َّل  َا ِهّلِل   َاسَا ِهّلِل  َحْل عَا َا  سَا ِهّلِل  ِهّلِلَنَا ُمُدَا َّل ٍد  َاعَا َا   لِهّلِل ِهّلِل  َاأَا َحْل َا
 أَامَّلا اَتَا َحْل ُد،

 . َتَا َاا عِهّلِلبَاااَا  ، إِهّلِل َتَّل ُدوَحْل   َا  َاأُد  ِهّلِل يُد َحْل  َاإِهّلِل َّل َا اِهّلِل َتَا َحْلوَا   ِهّلِل،  َتَا َا َحْل  َاازَا  لَحْل ُد َتَّل ُدونَا 
 

让我们大家一起坚定对安拉的虔诚敬意吧！服从安拉的一切命令，远离安

拉所禁止的一切吧！我们期盼在今世与后世都能够得到安拉的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教的规则强烈鼓励穆斯林结婚，以便能够哺育更多的子孙，保持纯

正血统的传承，并且维护下一代的繁衍。如果一桩婚姻契约是经过伊斯兰

教所规定的的条件、方式和婚姻教法进行的，那么所出生的孩子都会被承

认为是合法的。相反的，如果一个孩子的出生之前，父母没有满足伊斯兰

教婚姻契约的条件，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属于不合法的，也就是私生子。 

 



伊斯兰教非常严肃看待传承后代或血统的问题，因此，伊斯兰教严厉禁止

人们做出十分不道德的行为——通奸。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夜

行”章，第 32 节里说道： 

ڃ ڃ ڃ چ چ   

                      

“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私生子或婚外产生的孩子的存在是有多个原因的，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通奸。第 57 届马来西亚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裁决理事会的决定表明，不

合法的子嗣的意思就是：非结婚而产生的孩子，无论是来自于通奸或者是

强奸，或结婚条件有嫌疑的婚姻（persetubuhansyubhah）或者是与自己的

奴隶产生的孩子。第二个定义就是，按照伊历来算，从男女交媾之日算起

而出生不到满六个月加上两秒之久的孩子。 

 

根据国家登记局（JabatanPendaftaran Negara）在 2020 年报出的数据显示，

每年都会出生 51,000 至 56,000 例的私生子，也就是每一天就有 150 例之

多。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学者们都同意，非婚姻产生的孩子不可以被列为后代，

也不可以被冠上父母的姓氏，这是因为要避免发生非法的婚约，也避免助



长更多的通奸行为的发生。伊斯兰教的教义警告人们要始终维护后代与血

统的纯正。据 Ibnu Majah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نَّل  لَحْل ِهّلِل َحْل َا اَاسَّلاسٌس إِهّلِل  َاَا َتَّل ُد َحْل  لِهّلِليُد َحْل ِهّلِليُد َحْل  َا 

“选择好你们的配偶！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 

 

非婚姻生的孩子没有继承权，也不可以拥有任何继承下来的财物，不可以

被视为血亲，而他的抚养权的责任完全都是在其母亲上，他的亲属也只包

括母亲一方的家人而已。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根除非婚姻生子的这种问题。

其中的方法包括：穆斯林群众都要主动到清真寺聚集，去清真寺里集体履

行主命拜功，并且聆听宗教讲座，学习《古兰经》，并且时刻诵读《古兰

经》。 

 

家长们也应该劝导孩子们不要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在毫无限制的情况下

互相往来。在家庭人员之间也要保持适当的关系，女孩子们即使是在自己

的家人面前也要穿着得体。 

 

我们也要以正确、良好的方式使用电信工具，不要查看不良的、非法的事

物。我们要时刻注意孩子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女孩子们。 

 



我们大家要记住，伊斯兰教时刻在告诫我们要做善事，并且要远离罪恶和

卑劣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血统与后代，以便我们的家庭生活在今世

和后世都是安全和成功的。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

章，第 104 节里说道： 

ڃ ڃ ڃ چ چ   

                                    

   

“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

的。” 

 

ُكْم ِبىاا فىيوى مىنا  ، وان افاعاِنى واإىَّيا راكا هللاُ ِلى والاُكْم ِفى الُقْرءاانى اْلعاظىيمى َبا
يُع  ْنُكم تىالاواتاُو، إىناُو ُىوا السامى ، وات اقابالا مىِنىِّ وامى تى واالذىِّْكرى اْلْاكىيمى اآلَّيا

ا وا اْ   اْ فىُر هللاا اْلعاظىيما . اْلعا ىيمُ  ِلى والاُكْم، والىساائىرى   اُ وُو    اْوِلى ىاذا
، فااْ   اْ فىُروُه إىناُو ُىوا  نااتى ، وااْلُمْؤمىنىنيا وااملُْؤمى اْلُمْس ىمىنيا وااْلُمْس ىمااتى

يمُ   .  اْل اُفوُر الرا 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