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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فَِت ُف ْن ِت لت ِت ُف ُفو َئأْئ ُف. ُف ُت ْن سْئ ِن َئأئ ُف ُتَّف سئ ِن َئأئ ُف ُف َئ َئ ّتيت ُف َن ائحنئ
ُف. َئ َئ ِت ا َئ فئائ ْن ِت ْن ُف ِئْ َئ ُف َئ ْل ْت ِف فئائ لف ُت ُت ْن ُْئ ِئْ اَتَئا. َئ ْن �ئ

ُف ُف ْن ْئ ا ُد َل ُفئ َئ ُئ ّتي َئ ّل �ئ ُف ْئ ُن َئ�ئ ُف، َئ َئ ُُت ُئ ائ ُف ُئ ْن َئ لف َتال ُئ اتَئ ل ّن �ئ ُف ْئ ُن َئ�ئ
ُف. َفوَف ِئ َئ

. ُتنئ ْنئ �ئ ُت اِت َئ ْن َئ�ئ آَتُت ِئى ْئ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ى ْئ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اَ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فو سْل َف اَن فئاَئ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فونا َتَْل ل، ِئ ْتْئا ّئا فْ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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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赐予的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为伊斯兰捐助财富（Wakaf）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功修。通过这项功修，我

们可以将那些属于自己的财富，比如说土地或者是房产，交给至高无尚的

安拉，以供穆斯林大众使用。为伊斯兰捐助财富的功修是一种能够给我们

带来无限的报酬的善行，即使是在捐助者去世之后，也会源源不断地给捐

助者带来无尽的回报。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

安）教导我们：



ٍم ْل ِع أو ِعَيٍم، ا َي َيٍم َي َي : ٍم ثيَي ْل ِع اعّل ُه ْه َي ِي ُه ِيْل َي َي َي �اْل آدم ْه �ب َي ِيا َي� اع

ُه َي ِهو َل َي ٍم َياَع َم ويَي أيول بعُع، َه َي نْي َْهْْل

“人一死，万事皆休，只有三件事例外：川流不息的施舍，利于后人的知

识，清廉的子女。”

圣门弟子 Jabir bin Abdullah（愿主喜悦他）说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赐予平安）的圣门弟子中，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捐出他们的财

产。”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有信仰的人们都时刻在争先恐后地履行这种

能够给自己带来无尽汇报的善功，比如说捐赠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知道

这背后的巨大益处。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为伊斯兰所捐献的财富，比如捐赠一块土地用于建造清真寺、教学中心，

捐献打造水井，为医院捐献医疗器材等等。只要是捐献的东西是有益的、

能够持久使用的就行。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92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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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

无论是什么，确是真主所知道的。”

为伊斯兰捐献财富这一善功，并没有承诺给我们会得到今世上物质形式的

报酬。然而，捐献财富这一举动能够帮助发展穆斯林的经济。捐献财富是

一种长期形式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利益就是给捐赠者无休止的回报，让慷

慨捐赠的人一直收割其报酬，直到复生日。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任何想要捐献自己的财物者，都应该通过彭亨州伊斯兰教与马来风俗习惯

理事会的手续，因为这个理事会是唯一一个经授权的受托方，而所有转交

给这个理事会的财产都保证会被永久地用在安拉的正路上，并且不能被任

何一方收回去。

让我们大家都来为伊斯兰捐献我们的财富吧！希望安拉给予我们的回赐源

源不断地涌出，在今后两世成为我们的报酬。在当今，捐献财富这一功修

已经有更多的渠道和简单的方式来履行。我们甚至可以捐献最低马币五块

钱的现金。现在穆斯林大众可以亲自来到理事会的办公处或者是其他相关

的柜台来办理捐献财富的手续，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使用 wakafpahang的

线上服务，或者是按时从工资里扣除钱财，以便方便捐献自己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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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谷种，发出七穗，

每穗结一百颗谷粒。真主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

知的。”

——《古兰经》“黄牛”章，第 2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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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 ْل ِع �َْل ِه َهول ْي �َل ُهوي اعالُه ُه ْهول َع ْل نْي ِياأل ، َع ْيا ِع ْل َه وي�َل ْعنل ِع ْل َه وي�َ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