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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فَِت ُف ْن ِت لت ِت ُفوُ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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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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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ئُتنئ. �ئ اِتُت َئ ْن َئ�ئ آَتُت ْئِئى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ئى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اَ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فو سْل َف اَن َئ فئا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ا ُفون َتَْل ل، ِئ ْئا ْت فْئّئ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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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教是给整个世界带来仁慈的宗教，也就是“rahmatan lil alamin”的

宗教。伊斯兰是下降给所有人类的宗教，不分任何民族、部落、肤色还是

社会地位。我们作为穆斯林，信仰着伊斯兰教，享受着安拉所赐予的极大

的恩典，我们应当表示感恩。而我们也应该将至高无尚的安拉恩赐于我们

的这一项恩典分享给全人类，尤其是我们身边还没有加入伊斯兰教的朋友

们。所以，伊斯兰教里面也有宣教这一教导，要我们号召人们都来加入伊

斯兰教。



在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拥有不同种族的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我

们的人口由各种民族组成——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锡克教徒、土著民

族，以及沙巴砂劳越的原住民等等。所以，我们每个穆斯林都有着宣传伊

斯兰教的义务。首先，我们应该成为最好的穆斯林，应该给非穆斯林做榜

样，让他们喜爱我们，以便他们会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向全人类传达伊

斯兰的教诲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

的家属”章，第 110节里说道：

ّنْ ِت اَُل ّت َئا ّن ّل اَ ْئ ِت لت ِت ُف ْفون �ئ

ِر
َك ن ُم ل ٱۡ ِر َك َك ۡل َك نل َك َك ِر َ ِم ۡل ُك ل رٱۡ ِ َك َ ِم ُم

ل َۡك ِر ننا َر ۡ ۡل َك ِر ۡل
م
ُ ٍة ّن
م
ُ ك رل ۡك ۡل ُم ن ُم

رل َن رٱ ِ َك ّرنمۡ ۡل َم َك

“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穆斯林需要与非穆斯林友好来往，做朋友，并且要礼貌地对待非穆斯林，

向他们表现出我们的文明善良以及良好道德。根据几项研究的调查结果显

示，非穆斯林拒绝了解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穆斯林所表

现出来的负面的行为或拥有恶劣的品质所导致。比如说懒惰，吸毒，偷窃

等等。所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强调并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良

好的品德。



有一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Al-Sheikh Said Ramadhan al-Buty讲述了一名叫

Zainab binti Harith的犹太妇女的事迹。这名妇女在做好的羊肉中下了毒，

准备让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食用，欲至他于死地。当先知将肉

放进口中，安拉下降了奇迹，肉块告诉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说

自己被下了毒。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把 Zainab叫到面前进行询

问，Zainab承认了她所犯下的罪行，并且解释道，她要谋害先知（愿主赐

予平安）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在海巴尔战役的杀夫之仇。然而，先知（愿主

赐予平安）的高尚品德促使先知原谅了 Zainab。而当时，Zainab就在先知

（愿主赐予平安）的面前接受并且加入了伊斯兰教。这就是至高无尚的安

拉在《古兰经》“蜜蜂”章，第 125节里所命令我们的，要像先知穆罕默

德（愿主赐予平安）那样以充满智慧的、巧妙的方式来宣传伊斯兰教：

ن ِم َك ۡل
ك
ُ ك ير ِر

رٱلن ِ ۡ َم
ل ۡ ِر ج ٰك َك نكٍرة َك ك ٱحل ٍر َك َر ۡل ُك ل ٱۡ َك ٍر ُك َل ر رٱحل ِ َك ر ِّ َك ِر ِري َك ج

إرىك ُم ۡل ٱ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辩论，”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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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ة آًَي ْو َي ْي ِّني َي ا ّنُْغ َِي

“你们当替我宣传，哪怕是一节经文。”

这一则圣训鼓励我们向其他人宣传和传达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

的教导，哪怕只是一点点。在穆斯林社会，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

都要发挥各自的能力，通过正规的渠道，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智慧，向

我们的非穆斯林朋友宣传伊斯兰教。如今，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和电子



通信来宣传伊斯兰教，就像以前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向古代的

罗马、波斯、埃塞俄比亚、也门等帝国的统治者发送信函，邀请他们加入

伊斯兰教那样。

清真寺可以作为宣教中心，发挥宣传伊斯兰教的作用，例如为非穆斯林提

供方便，让他们能够容易地学习伊斯兰教，或者是在我们的非穆斯林朋友

们遇到困难时给予他们帮助。清真寺和人民大众都可以给贫穷的非穆斯林

朋友们提供慷慨的帮助，或者是日常生活用品。彭亨州伊斯兰教与马来风

俗习惯理事会长期以来在彭亨州所有的清真寺里都设置了食物捐助计划

（Program Dapur Zakat），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贫穷困难的人们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获得该理事会的帮助。而清真寺的负责人员也要尽职尽责，尽

力给大家提供帮助，将食物捐助计划的食品发送给需要的人们。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宣传伊斯兰教在至高无尚的安拉看来，是一项拥有极大的回赐的工作。至

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奉绥来特”章，第 33节里说道：

“召人信仰真主，力行善功，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

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ن ُئيت ُئ َئأْئ ، ْت ّن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ن يت ْن ُف َئ َئ ن يت لف َئ ِئ ِئ

ن َْئونيت ُف �ئَْفون ْم. ُئِتّ اَن ُف ّن َت ِل اَ َفوئ َتألُف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ىيت
ِت ْئ ْل ُئ َْئ َئ ، ْت ُتّن احنئ ُت ُن

ِيت َئاَ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ئ َتنن ِت ِن َف اَن اِتُ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يت ْئ ّن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ف. ّن ْت اَُل ِف ُفون ْئ اَن َفوئ َتألُف ُف َن ُ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ن َف َئاَن َتنن ِت ْن َف َئ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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