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بسم هللا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هلل والصالة والسالم على رسول هللا

 

信仰的基礎(初級一) 

-- 問答 -- 

 

1.問：在一段聖訓(َحِديث)中提到伊斯蘭(اإلسالم) 建立在五件事項上，是哪五項 ? 

答：  

(1) 『作證除了 真主（ُللاه）以外再沒有主，也作『證穆罕默德（ُمَحمَّد）是  

祂(真主)的使者』。{ داً َرُسوُل  للاَشهاَدة أْن ال الَهَ إال هللاُ وانَّ ُمَحمَّ }。 

(2)做『SALAHT』（禮拜）。{ال ة   {إقام الصَّ

(3)繳納『ZAKAHT』(天課 كاة}。(   {إيتاء الزَّ

(4)做『HAJJ』（朝覲）。{حّج البيت}  

(5)封『RAMADAN』月的齋(回曆九月份)。{صوم رمضان}  

  

2.問：在一段聖訓(َحِديث)中提到信仰(اإليمان)中最重要的六個事項，是哪六項？   

答：  

(1)信真主（ باهلل اإليمان ）。   

(2)信天使們（ َكتِهوماِلئ ）。  

(3)信經典（ هوُكتُبِ  ）。  

(4)信使者們（含先知們）（وُرُسلِه）。  

(5)信末日（ اآلِخر واْليَومِ  ）。  

(6)信前定（一切事物發生都是被真主註定的）。（ هِ  واْلقََدرِ  َخْيِرِه وَشرِّ ）  

  

3.問：除了 真主（ُللاه）以外再沒有主大意是什麼 ?     

答：  

除了 真主（ُللاه）以外再沒有主的大意就是： 

除了 真主（ُللاه）以外都不值得被崇拜，也就是唯有 真主（ُللاه）值得我們將

前額放在地上(叩頭)以這種極卑微的行為來表示崇拜，除了 真主（ُللاه）以外

都不值得我們這麼做 。   

  

4.問：穆罕默德（ُمَحمَّد）是 真主的使者大意是什麼 ?    

答：  

穆罕默德（ُمَحمَّد） 是 真主的使者大意就是：  

穆罕默德（ُمَحمَّد） 是 真主（ُللاه）的僕人以及使者。他是為人類及精靈而被  

真主（ُللاه）派遣的。他是誠實的，不說謊的 (他所傳達的都是真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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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問：信『真主』（ُللاه）的大意是什麼 ?  

答：  

信『真主』（ُللاه）的大意就是： 

要相信『真主』（للا）一定存在，不可能不存在，祂創造一切的，祂是唯一

值得被崇拜的，祂無始無終，祂不像一切，也不需要一切，祂是完美的，絕

沒有任何缺點。  

  

6.問：信『天使』（ ُالَماِلئـَكة）的大意是什麼 ?     

答：  

信天使的大意就是： 

要相信他們的存在。他們由光被 真主（ُللاه）創造的。  

他們都是尊貴的被造物。他們都崇拜 真主（ُللاه）， 絕不會違背 真主（ُللاه）。  

他們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他們不會生小孩。他們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休息。

他們都是穆斯林。他們都記唸 真主（ُللاه）。真主（ُللاه）給他們能力可以改變

自己的樣子。  

  

7.問：信『經典』（اْلُكتُب）是什麼意思？ 一共有多少部經典？ 說出最有名的

四部經典以及受到該部經典的使者是那一位？   

答：  

信『經典』的大意就是： 

要相信 真主（ُللاه）所降給使者們的經典，一共有 104 部，最有名的四部分

別是：     

(1) 『Al-QU'RAN』（القرءآن）--- 穆罕默德（ُمَحمَّد）使者所收到的經典。  

(2) 『Al-'INJIL』（االنجيل）------ 耶蘇（ِعيَسى）使者所收到的經典。  

(3) 『At-TAWRAH』（التوراة）--- 摩西（ُموَسى）使者所收到的經典。  

(4) 『Az-ZABOUR』（الزبور）--- 大衛（َداُود）使者所收到的經典。  

這些經典之間沒有任何衝突或矛盾。 

 

8.問：信『使者們』（ ُسلالر   ）是什麼意思？ 一共有多少位先知？其中有多少

位是使者？   

答：  

信『使者們』（ ُسلالر   ）的意思就是： 

要相信 真主（ُللاه）所派來的使者（包括先知）們。 一共有 124,000 位先知 

其中，（نبي） 313 位是使者（رسول）。先知與使者都是 真主（ُللاه）所派遣的，

他們都將真主（ُللاه）命令傳達 的啟示確實傳達給人們，但使者們帶來新的

規定，而先知則沒有。他們都是穆斯林，他們所來的宗教就是伊斯蘭(اإلسال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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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問：信『末日』的大意是什麼? 末日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   

答：  

信『末日』的大意就是： 

要相信這個世界將來有一天要被毀滅，到時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審判。末日也

叫審判日。末日：從人們自墳墓復活出來開始到那些該永遠住在天園的人進

入了天園，該永遠住在火獄的人進入了火獄時候為止。  

  

10.問：信『前定』的大意是什麼?   

答：  

信『前定』的大意就是： 

要相信在這個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發生無論好的壞的善的惡的都是憑著真主

 的意願、知識、能力以及註定而發生; {不可能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憑著（للا）

真主以外的能力或意願而發生}  

 

11.問：何謂『MUKALLAF』(在伊斯蘭法律有義務的人) ?  
 

答 :  

『MUKALLAF』就是指一個(凡是): 

 頭 腦 健 全、達到伊斯蘭規定成熟的年齡【注 1】以及聽過作證詞的人。  
【注 2】 

 

12..問: 照伊斯蘭的規定，人可分幾種 ? 死後將會有什麼結果? 

答: 可分兩種:  

◎ 信伊斯蘭的人，稱為『穆斯林』。 

  ◎ 不信伊斯蘭的人，稱為『KAFIR』。   

 

  ◎ 穆斯林可分兩種 :     

        (一) 『MUKALLAF』。   (二)非『MUKALLAF』。 
 
(一) 『MUKALLAF』的穆斯林也分兩種: 
 

     1.好的穆斯林。      2.不好的穆斯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依照伊斯蘭(Islam)的解釋成年是指：已會夢遺的男性，已（會夢遺或）有月經的女性，

若無前述者，則年齡達到陰曆十五（足）歲。  

「Mukallaf」是指：心智健全的成年人。  

【註 2】作證詞就是 : 除了真主هللا))以外再沒有主，穆罕默德(ـد  。 ( 是 祂(真  主)的使者(ُمَحمَّ

 當人被傳達﹑獲悉"作証詞"，無論他是聽到﹑看到或他是瞎子摸到而得知"除了真主(Allah)   

 以外再沒有主，穆罕默德(Muhammad)是真主的使者"，他就有責任要信仰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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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穆斯林死後將會進入天園，永遠住在那兒，不會離開，也不會死亡。        

＊ 不好的穆斯林死後有兩種可能 : 

● 將會進入火獄，住在那兒一段時間，然後出來進入天園，永遠住在那兒，不會離開，

也不會死亡，  或是              

● 被 真主恕饒了，而進入天園，永遠住在那兒，不會離開，也不會死亡。       
    

 (二) 非『MUKALLAF』的穆斯林: 死後將會進入天園，永遠住在那兒，不會離

開，也不會死亡。        

 

 ◎『KAFIR』也可分兩種: 

(一) 『MUKALLAF』的『KAFIR』。    

(二)非『MUKALLAF』的『KAFIR』。 

(一) 『MUKALLAF』的『KAFIR』: 死後將會進入火獄，永遠住在那兒，不會離

開，也不會死亡。          

(二) 非『MUKALLAF』的『KAFIR』: 死後將會進入天園，永遠住在兒，不會

離開，也不會死亡，但是他(她)的地位比一般的穆斯林還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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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問 : 在 真主（ُللاه）的特性中哪些特性是每一個穆斯林『MUKALLAF』必須

知道的 ? 

答 : 必須知道十三個特性 , 這十三個特性就是 : 

1. 存在 : 真主（ُللاه）的存在與我們的存在完全不同。   

2. 無始 : 真主（ُللاه）的存在是不可能有開始的。                                                                        

3. 無終 : 真主（ُللاه）的存在是不可能有結束的。 

4. 不像一切的 : 真主（ُللاه）創造所有的萬物，祂不像一切 的，一切的也不像 祂。 

5. 不需要一切的 : 真主（ُللاه）不需要一切的，而一切的卻需要真主（ُللاه）。 

6. 獨一 : 真主（ُللاه）是無夥伴的，也無相等的。                  

7. 能力 : 真主（ُللاه）是萬能的，祂 是無所不能的 。                                                              

8. 意願 :  一切發生都憑著 真主（ُللاه）的意願才發生。                                       

9. 知識 : 真主（ُللاه）知道一切的，祂 是全知的。  

10. 活 :   真主（ُللاه）是活著的，但 祂的活與我們活完全不同。     

11. 聽 :  真主（ُللاه）是聽到一切的，而不須用耳朵或其他東西來聽。  

12. 看 : 真主（ُللاه）是看到一切的，而不須用肉眼或其他東西來看。     

13. 話： 真主（ُللاه）的話與我們的話完全不同。 

 
因為  真主不像一切的，一切的也不像 祂， 

並且 真主不需要一切的，而一切的卻需要祂。 

 

 

 

 

 

 

 

 

 

 

 

 

 

 

更多內容 >>> http://www.islamchina.net/chinese/chinese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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