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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م َو َوا ِم ُف �وأْن ِم َن ُف ُف ْن ِم لم ِم ُف ْن ُف أْو َو ُفُف. ُم ْن سْو ِن َوأو ُف َف ُمعْن سو ِن َوأو ُف ُف َو حون لم ُف َن اوحنو

ُف. َو َو ِم ا َو فواو ْن ِم ْن ُف ْن ِو َو ُف َو ْل ْم ِف فواو لف ُم ُم ْن ُْو ْن ِو اَمَوا. َو ْن �و ِم عميَوا َو

ُف ُف ْوْن ا ُد َل ُفو َو ُو عمي َو ّل �و ُف ْو ُن َو�و ُف، َو َو ُمُن ُو او ُف ُو ْن َ لف َمال ُو َمَ ال ّن �و ُف ْو ُن �و َو
اِمُم َو ْن َو�و آَمُم ْوِوى َو ُد َل ُفو َو ُم عمي َو ْوِوى ْن ِم ِو َو ْن ِمي َو َو ْمي ْو ْل ْف ِل اَو ُف. َف ْن َف ِو َو

. و ُمنن ْنو �و

، ُف ُن ِْو �وِلا

. ّو ْن ُف سْل َف اَن فواَو ُن ُو فْو لم، ْوى ُن ِمسْو َو ّل
َوام ْن ُف عن ْم �فَن لو ْا ُف امَْل ل، ِو ْمْوا فْوعو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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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妇女”章，第 29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

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

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所留下的一切财富绝对是不能够一起带走

的。即便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堆金积玉，但他去世时一点都拿不走，一切财

富都会被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遗留的财富都会变成遗产，分配给所有的

有权利获得遗产的继承人。遗产是亡人在去世以后所给活人留下来的有价

值的财物，可以是不动产——比如说房屋或者是土地，也可以是动产——

比如说钱财、股票、金银首饰、保险金、储蓄金所产生的分红等等。

伊斯兰教育我们要以妥善的、正确的方法来处理遗产。但是，仍然有一些

穆斯林不是很了解怎样做，也不知道该怎样妥善合法地处理这些问题。处

理亡人的遗产是一门学问，有专门的伊斯兰遗产继承法学（Ilmu Faraid），

我们必须去了解，并且要知道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如何按照马来西亚的伊斯

兰教法和民法来按部就班地申请并且分配遗产。因为人们在处理分配遗产

方面的拖延，继承人不知道自己作为亡人的合法继承人，不知道自己的继

承权的地位。



继承人有责任妥善地处理亡人的遗产，要确保亡人所留下来的财富能够按

照伊斯兰继承法正确地分配遗产。当然，首先是要还清亡人所有的债务和

尽快处理好亡人所留下来的遗嘱。维护遗嘱是我们的主命，因为保护每一

个人的财物是伊斯兰教法本旨的要求。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我们的彭亨州，要处理遗产时，首先我们必须在伊斯兰教法院获得伊斯

兰继承证明，这是要确认谁是继承人，谁有合法的继承权，并且按照伊斯

兰教法来确认每一位继承人能够获得多少遗产。接下来就要将证书带到国

家土地局的小额遗产分配局办理进一步的手续。

当亡人离世以后，如果我们拖延处理遗产的问题，这将会导致遗产被冻结

和闲置，并且会让有权得到遗产的继承人们无法通过伊斯兰教遗产法来容

易地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财物，甚至会导致遗产被搁置，并且失效。

局 Ibnu Majah、Al-Hakim和 Al-Baihaqi所传述的一则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你们应当学习伊斯兰继承法学，因为这是你们信仰的一部分，也是学问

的一部分。这会是从我的信众当中首先绝迹的学问。”

总而言之，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必须要按照伊斯兰教继承法的要求来处

理亡人的财物，而不是与伊斯兰教法背道而驰。我们这样做，也是希望我

们能够得到来自于至高无尚的安拉的吉庆与喜悦。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88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س ٱنلا ِس و َٰ ۡم

ََ ۡم س ّۡ ا ٗق ََِسي ا ُلوْ ُل
َۡم تس ِس ّل ل ٱلم ََ س إ ا ا ََ س ِ ا لوْ ُ ۡم ُل ََ ِس ِس و َٰ ۡم سٱ ِ م ُل ََ ۡم َِ م ُل َ ۡو َٰ ۡم

ََ ا ْ ُلوا ُل َُۡم ََ ََ

١ ََ و ُل َُ ۡم ََ ُلمم ََن ََ ۡممس س سٱإم ِ

“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

你们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

َن ِم ِم ِمي ممنا ْم ُك ّي ام ِن ِم ِنَننفنعن ، ْم ي ِم اْمعن ِم َنا ْم ُك اْ ِم ْم ُك ْن ِن ِم لك َن َن َن

ُك ي ِم ّي اْ َن ُك ِك امَي ِك، َن َمانِن ُكْ ْم ِم ِن ِمن ِم َن ّي ُن ِنَنن ، ْم ُمي احمن ْم ُم ّمن ِناْ ِم ااّن

ْن ِمي اْمعن لن ْك ْمفم سنن ِنونأم ا ّن ُن ِم َم َنن ُك ََك ْك.ون ِمي اْمعن ْم اِم ّن ْم ِن ، ْم ُك ْن ِن ِم

ِمنن ِم ّم ِك اْم َن ُك ِك امَي ْكُِك ْمفم سنن ِناأم ، ِم ْنا ِم ِنامكْم ْمنن ِم ْم ِك ِناْم ، ِم ا ِن ِم ّم ِك ِناْم

ْك. ي ِم ْي اْ ْنفكََك اْم


	فَيَا عِبَادَ الله، اِتَّقُوا اللهَ أُوْصِيْكُمْ 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