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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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教的教导并鼓励穆斯林要多多履行善功，传播正能量，为社会服务，

以及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于希望与帮助。有一些人正在受到病痛的折磨，

不能恢复健康除非接受器官移植。所以，捐献器官被认为是属于教法的合

法的范围，因为这是属于助人之善举。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筵

席”章，第 2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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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

主，因为真主的刑罚确是严厉的。”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器官捐献或者是器官移植，指的就是移植或者是将已经失去功能或者是无

药可救的人体器官进行更换，接受从其他健康的人体中捐献出来的健康的

器官或人体组织。人体器官的捐献可以来自活着的人体，也可以来自人的

遗体，也要符合特定的条件。例如要经过专业医疗人员的严格评估和认可，

要按照伊斯兰教法的合法程序，以及要符合马来西亚卫生部的原则。

无可否认，我们所捐献出来的器官挽救了许多的生命，也提高了许多患者

的生活质量，捐献器官给人们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好处。捐献器官的人们被

认为是做出了一项极大的善功，就如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筵席”

章，第 32节里说道：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

众人。我的众使者。确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此后，他们中许多人，在地

方上确是过分的。”

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也讲述了人们互相

帮助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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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真主则满足其需求；谁解除穆斯林兄弟的困

难，真主则解除其在复生日的困难。”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早在 1965年，马来西亚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和各个州署的伊斯兰裁决

理事会，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法学院常务委员会等国际伊斯兰教法机构

都判定，捐献人体器官是伊斯兰教法允许的。之所以器官的移植在伊斯兰

教的教义上属于被允许的，其原因就是要守护伊斯兰教宗旨的五大捍卫—

—捍卫信仰、生命、理智、血统和财富。除此之外，在伊斯兰教法的判例

原则（Qawaid Fiqhiyyah）中，人们在遇到危急时刻的时候，由于情况的

紧急，人们可以采取平时被禁止的措施（特殊情况可以解禁/ad-Dharurah

tubihul mahzurat），以及在困难情况当中选择危害较轻的解决方法

（Akhaffu ad-Dararain），以这些伊斯兰教法判定方法的概念作为基础，

当人们出现威胁到生命的病痛时，器官移植便是被允许的。



但是，穆斯林对器官捐献和移植仍然存在一些误解，这让许多穆斯林对器

官捐献和移植感到犹豫不决。有一些穆斯林声称捐献器官是对捐献者遗体

的折磨。也有人认为穆斯林的身体是来自于至高无尚的安拉托付的责任，

不可以随便摘除人体器官。也有人害怕捐献器官的人在复生日被复活的时

候，身体会出现破损，以不完美的形态出现在清算场上。同时，也有人认

为，捐献器官的人会担负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的罪过，如果接受器官移植

的人犯下任何罪恶，那么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的那个人也将会负担其罪恶，

即使捐献者并不是一名穆斯林。然而这些观念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看来都是

错误的。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地震”章，第 7与 8节里说道：

“以便他们得见自己行为的报应。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 ,将见其善报 ;

作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 , 将见其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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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