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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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兰教看来，发展社会经济（Muamalat）的意义就是要有人与人之间

的往来，其中包括通过商业活动，相互满足各自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

要建立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涉及到伊斯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Muamalat一词更常用于伊斯兰金融系统和经济体系中的活

动事项。人们在进行买卖经商的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发挥，发明新的产品，

只要是不涉及到违反伊斯兰教法的事物，比如说利息与欺骗。至高无尚的

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275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و ِم ّف َوا عن ّل اَ ُف َف ْل ُْوسوخو ِمَ اَل ُفُْف ُْو ا َو َو َمال ّو ُفِْفْ ُْو او اَُيمِو ّو ِفْ َف أون ْو ِمُ اَل

ْ َو فو اَُيمِو ُو ُل ْو َو َو اَنْْوعن ّلف ا ْل ْو َو�و اَُيمِو ْف ْن ِم َف اَنْْوعن َمَلوا ْا َواَف بموَلفْن َو َم ُوذ ِيم َو اَن
َو ََوذَم فوُف ِو ْوا ْن ِو َو ّلم ا َو َم ُفُف َو�وِن َو ِو َو ا ِو ُف ِو فْو ىذ ْو فواأسْو ِلِيمُم ِيمْ َوٌة ْم ْن ِو ُف َو ا َو

ّو َ ُف اَم َو ا ْو فمع ْن َف ِم اََلا ُف ا َو ْن �و

“吃利息的人，要象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

说：“买卖恰象利息。”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接受主的命令后，

就遵守禁令的，得既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再犯的人，是火狱的居

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所出现的产品之一便是加密货币。马来西亚伊斯

兰事务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的第 117届会议总结道，使用加密货币等电

子货币来进行交易，无论是作为支付的货币、汇款和作为资产来储蓄，在

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合法的，但是允许的条件非常严格，并且还要

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法律管辖之下才能够使用。

就像使用其他的货币一样，电子货币不应当被用来支付不符合伊斯兰教法

的事物、活动与服务，例如买卖毒品，卖淫活动，赌博，资助恐怖主义活

动，以及洗黑钱。

不管怎样，穆斯林还是要谨慎使用加密货币。我们要确保我们透彻详细地

理解产品的来龙去脉，以及里面的一切细节。如果真的有必要使用这种货

币，我们要仔细研究中介公司是否有违反伊斯兰教法的成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穆斯林从事外汇交易，或者是货币买卖的交易。按照

马来西亚伊斯兰事务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的会议决定结果，个人用户通

过电子平台所进行的买卖外币兑换交易在伊斯兰教中是非法的，因为这种

买卖交易含有收取利息的成分。同时，在没有把握、投机取巧，并且带有

赌博成分的货币买卖交易，以及因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债务，在伊斯兰教

看来也都是非法的。



还有，根据马来西亚政府 1953年《货币兑换管制法》的规定，专门买卖

外币也是不合法的。在马来西亚，如果不是经过注册的经销商，任何个人

的购买或出售外币，或进行任何涉及到买卖货币的活动，无论是直接的或

间接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同时，这个管制法也规定，任何一个人协助或

者串谋别人买卖外币，进行外汇的交易，也是违法的行为，除非他们是通

过授权的经销商进行外汇交易。

所以，穆斯林必须停止任何与外汇交易有关系的活动，因为外汇交易是违

背了伊斯兰教法和国家法律的。我们大家一起来保证我们的收入来源是洁

净的，是纯洁的，是远离利息和诈骗的。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时刻受到至

高无尚的安拉的喜悦和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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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نو ِم ِْؤن َسفْ َف َمّ اَُيمِو ْو ِم َو
ِوُم ا ِو َا ِف ُو َو ّلو ا ْا ُف اَْل ْا َف ِو آ ْو ِمُ اَل ا ْو �وُْْ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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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لاَي َي ِت ِت ْي ِت متيا ْي ُك َتي ويلت ويَنيفيعيِت . ْت ْي ِت لْيعي ِت ْيآ ُك لْي ِت ْي ُك ْي وي ِت لك َي َي َي

ْك. ْي ِت لْيعي ُك ْي ِت َس لْ َي ُك ِك لتَس ِك َي َتلوي ْي ُك ْي ِت وي ِتي ِت ل َي َس ُي ويَني . ْت ْي ُت لحيي ْت ُي ّتي ويلْ



ي ِتني ِت َي ِك لْي ْت اِت َي ْت وي ْي ُك ْي وي ي ِت ْي ْي ِت لْيعي لي ْك ْيفت سني ويوأي ُيّل ِت َي َني ُك َي وَنك

ْك ْي ِت ْس لْ َك َي ْيفك لْي َي ُك ِك َّس ُك ْكوي ْيفت سني ِياأي ِت ْيا ِت ْي ِك ويلْي ي ْتني ِت ْي ِك ويلْي ِت ا ِي ِت َي ِك ويلْي


	فَيَا عِبَادَ الله، اِتَّقُوا اللهَ أُوْصِيْكُمْ 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