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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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国家，雇员公积金局（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kerja，简称

KWSP）是一个在 1991年的 KWSP法令规定之下，被授权协助马来西亚

劳动人员储蓄退休金的正规的法定机构。

雇员公积金局接受两种类型的款项，它们是：



第一：私人机构以及公共机构中没有养老储蓄金的工作人员必须缴纳的款

项，这笔缴款来自于工作人员和雇主。

第二：为了鼓励马来西亚公民为了准备退休而储蓄，雇员公积金局也提供

了拥有特殊奖励性质的自愿性供款计划，例如自愿储蓄退休金计划（i-

Saraan）——这是为没有固定收入的个体经营者提供的自愿性供款计划，

以及为家庭主妇群体设置的大马一家主妇计划（Kasih Suri Keluarga

Malaysia KWSP）。

为了方便让雇员们拥有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退休金储蓄，雇员公积金局也在

2017年 1月 1日推出了按照伊斯兰教法原则管理储蓄金的伊斯兰储蓄户口

（Akaun Simpanan Shariah）。

在伊斯兰储蓄户口（Akaun Simpanan Shariah）成立的 5年之后，彭亨州的

穆斯林雇员公积金局会员当中，只有 15%将他们的户口转换为伊斯兰储蓄

户口。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难过和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穆斯林仍然

是按照传统的、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储蓄账户。

据 Imam al-Bukhar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احلراِم َل ِم ِم أ احللِم َل ألِم ُه، ْم ِم َل َل أل ِلا رُه َل اْم �ُهَلاِم ال ٌن، َلِا ِم اْْنا َلَلى َلمِم

“将来会有一个时代出现，人们不在乎他获得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财富，

到那时，他们的祈祷不蒙接受。”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对穆斯林雇员公积金局会员来说，伊斯兰储蓄户口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

须的义务。

信仰伊斯兰教的雇员公积金局会员必须要意识到，立即将户口转换为伊斯

兰储蓄户口是一项必须的义务。

伊斯兰储蓄户口将会帮助雇员们准备好并且充分地利用退休储蓄金，包括

提供履行朝觐和副朝的机会，而且不用质疑其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也教导我们，为了维护我们信仰的安全和

整体穆斯林的荣誉，我们要抛弃非法的和有嫌疑的事情，这是至关重要的。

据 Imam al-Bukhari 和 Imam Muslim 传述，圣门弟子 Abu Abdullah Nu’

man bin Basyir（愿主喜悦他）叙述道，他听说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

安）教导我们：

“合法事物是明确的，非法事物也是明确的，但两者之间有令许多人不明

白的模棱两可之事，谁远离了这些模棱两可之事，谁就保护了自己的宗教

和荣誉，谁陷入这些模棱两可之事的，犹如在禁区周围的放牧者，一不小

心，就要闯入其中，须知！每一个国王都有其禁区，须知！ 真主的禁区

就是他禁止的一切事物，须知！身体有一个器官，它善全身则善，它恶全

身则恶，须知！，它就是心。”



一般情况下，与传统投资方式有关的问题包括利息（ riba），赌博

（maysir），以及合同中的不确定性（gharar）。这些问题都是经常存在

于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按照常规运作的金融投资体系当中。至高无尚

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278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منل ِم ِهؤم ْم ُْه ُه ٌم ِم اْررمَل َم ِم َل

َلِم ا ِل ُهوا َل ول ّنل ا ِهوا اَُن ْهوا ِل آ َل َم� اْن ا َل أل�ُي َل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士，那末，你们当敬畏真主，当放弃余

欠的利息。”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彭亨州伊斯兰教法咨询委员会会议（Mesyuarat Jawatankuasa Perundingan

Hukum Syarak Negeri Pahang）裁决，那些通过不符合伊斯兰教所获得的财

物，例如利息、欺瞒、赌博、诈骗、抢劫、勒索、贿赂等等，都是非法的

财产，并且不可以用于个人利益，不可以自己使用。这些财物应该移交给

伊斯兰财库基金（Baitulmal），以便洁净其财物。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确保我们所储蓄的金钱是按照伊斯兰教法的方式进

行管理的，尤其是为了退休而储蓄公积金的雇员们，要将账户转换成为伊

斯兰储蓄户口，以便我们的钱财是洁净的、吉庆的。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72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ل و ُه َه ْم َُل ُه َن ِم ْم ُْه ُه ٌم ِم ّمنم ُهرهوا ْم ولا ْم ُه ْلا َلزُم ُل ا ِل ِم َلِرمَلا َم ِم َهوا ُه ْهوا ِل آ َل َم� اْن ا َل أل�ُي َل

“道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

如果你们只崇拜他。”

ْئ ِت ُت فتّ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ت ُئ ُئ َئأْئ ، ْت ّ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ت ْن ُف َئ َئ ِت لف َئ ِئ ِئ

ُف ّ َت ِل اَ َفوئ ُف َتأل ُف، َئ َتائَئ ُفْ َن ِت َئ ِتي ِت ْئ ْل ُئ َْئ َئ ، ْت ُتّ احنئ ُت ُن ّتي َئاَ ِت الّئ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ت ْئ ّ ِت ُئ َن ا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ت َْئون َفوُف �ئ ْف. ِتّ ُئ اَن

َفوئ ُف َتأل ُفَُ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ئامفْن َتنئ ِت ْن َف َئاَن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تنئ ِت ِن َف اَن

ْف. ّ ْت ُل اَ ْئُفوِف اَ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