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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消除和宽恕过错的真主，他是原谅和

宽容荒谬的主，所有向他求救者都已成功，所有履行他

的命令者都已盈利。他没有用任何支柱升高了诸天，供

人思考和观察；他降下了雨水，谷物在水中游泳，牲畜

在干旱后肥沃的大地上漫游；连续不断的钱财，造就了

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也许贫穷者是最适于改善的

人；有多少富人品德恶劣，忘恩负义，最终被可耻地丢

弃。噶伦国王拥有的财产很多，但他很少有宽容，受到

警告与谴责也不能使其醒悟，他的族人对他说：“你不

要高兴”。我昼夜不停地赞美我的养主，我作证：除无

求的、慷慨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广泛地

恩赐众仆；我又作证：为了安拉努力地付出自己的生命

与财产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他阐明了真

理；愿真主恩赐他和时刻伴随他左右的艾布白克尔；为

了强大伊斯兰不辞艰辛的欧麦尔；为了主道付出很多的

欧斯曼；他的堂弟、与那些走向极端或诽谤者无关的阿

里；以及其他的众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幸福和平安。 

亲爱的兄弟们！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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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صَ� َ�ُ ٱّ�ِيَن ُحَنَفآَء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اْ  ٱ ُُ ُُ ۡۡ َ ِِ  ّّ ِ ِرُوٓاْ  �
ُ
ٓ م َاَاا

َكٰوةَۚ َاَ�ٰلَِك دِيُن ٱلَۡقّيَِمةِ َا�ُقِ  َّ ُُوْ  ٱل ۡۡ  5 :الينة )٥يُموْ  ٱلّصلَٰوةَ َاُ�
【[5]他们只奉命崇拜真主，虔诚敬意，恪遵正

教，谨守拜功，完纳天课，这才是正教。】 0F

①
清高的真

主说： 

َ قَۡوًضا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قۡوُِضوْ  ٱ
َ
َكٰوةَ َام َّ مِيُموْ  ٱلّصلَٰوةَ َاَءُُْوْ  ٱل

َ
َام

ُرو ِ ُّ ۚ َاَاا ُ�َق ۡ�َظَم َحَسٗنا
َ
� َام ِ ُهَو َخۡ�ٗ َّ َُ ٱ ِِن اُُ  ُُ ِ

ََ م ّاِۡن َخۡ�   ُُ فُفِس
َ
ِِ   ْ

َِّحيُمۢ  ُفوَ   ََ  َ َّ ِ �ِّ  ٱ َ َّ ۡ�ٗوۚ� َاٱۡغَفۡرفُِواْ  ٱ
َ
 ٢٠: الزمل  )٢م

【你们应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以善债借给真

主。你们为自己做什么善事，都将在真主那里得到更好

更大的报酬。你们应当向真主求饶，真主是至赦的，是

至慈的。】 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 لاا  اهللا رعا َّ ٓ َءَُْيُۡفم ّاِن  ِِ ٱَّاِس فََ� يَۡو�ُوْ  ا َاَاا ٰ ََ ۡا
َ
ٓ م ِِ �َُوْ   لَِّ�ۡ

ٓ َءَُْيُۡفم ّاِن َزَ�ٰو�   ِِ َاَاا َّ َُ ٱ اَ  اَۡ�َه ٱ ِِن ُُ ٰ�َِك ُهُم ٱلُۡمۡضُِۡفوَ  ُُوِ� ََ ا 
ُ
ِ فَُ َّ

 ٣٩: الموم  )٣

                                                 
①《明证章》第 5 节 

②《披衣的人章》第 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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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你们为吃利而放的债，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

加的，在真主那里，不会增加；你们所施的财物，欲得

真主的喜悦的，必得加倍的报酬。】
①
  

证明天课为主命的经文有很多，至于圣训方面的证

据，其中有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他说： 

إل الم ىل   خس« :اا عن عبد اهللا بن عمم يض اهللا عنهما  : َِ ا
دإل الَهللا، و�قا َّ َإل فقا   »ل اللالى،، و�ُاا  الل�ة،، وياال رمضان، واللج  نن َُ

هكذا  »ياال رمضان واللج«: قال. »ال«: قالالج وصيام يمضان؟ : يجل
سلمميواه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معته من يسو  اهللا

“伊斯兰建立在五项基础上：认主独一，谨守拜

功，交纳天课，封赖麦丹月的斋和朝觐天房。”有一男

子问：“朝觐和封赖麦丹月的斋？”他说：“不。”又

说：“封赖麦丹月的斋和朝觐天房。”我听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是这样说的。 3F

②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①《罗马章》第 39 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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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فٌق َعلَيهِ  »الهللا ونن �مدالً رإلَ َل  هللاإل شهاد، نن ال � إال ال«  مت
“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4F

①
 

天课属于伊斯兰的要素和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它在

伟大的《古兰经》中多处与礼拜相提并论。穆斯林大众

一致公决：天课是绝对的主命，知道后又否认其主命性

的人，确是背叛伊斯兰的否认者；至于吝啬或少交纳

者，确属于不义者，应遭到严厉的惩罚。以下四种情况

必须交纳天课： 

第一种：出产的谷物和果实。清高的真主说： 

ففُِقوْ  ِان َطّيَِ�ِٰت َاا َكَسبُۡفۡم (: رعال اهللا اا 
َ
ِيَن َءَْاُنوْٓ  م َّ ا ٱ ََ ّه

َ
� ٰ َٰ

�ِض� 
َ ِۡ م ّاَِن ٱ ُُ ۡخوَۡ�َنا لَ

َ
 ٢٦٧: لقمةا  )َاِرّمآ م

【[267]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施舍自己所获得的

美品，以及我为你们从地下出产的物品。】 5F

②
 

  ١٤١: نعامألا  )َاَءُُْوْ  َحّقُهۥ يَوَۡم َحَصادُِۦِِ (: رعال اهللااا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

第 2609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001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93 

②《黄牛章》第 26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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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
①

财产中最大的义务就是天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إل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ل اليب  ا َ قا َإل ، وإل َ ُْ  الَُر
ً
اًاا

ِإل نإل ثإل َإل ُو 
إل
اَ  ن سا اللّامإل اإل ا  إل ااامإل

ا 
ُْ َُ الَُر اُال ِا ِ اايُّض الخايي أخرجه. »ِ

“用天上下的雨水，或蓄水池里的水灌溉的田地，

应交纳十分之一的天课。用水车拉水灌溉的田地，应交

纳二十分之一的天课。” 7F

②
只有达到五个沃斯格的份额

时，才需要交纳天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ل اليب  َإل ِا  سُسإل 
إل
الإل  ُ ُوَ ٍق �إل وإل

إل
ةإل ن ُاإل

إل
َإل خ

َ
ُُْ َإل إل  ًّ َإل ةح 

إل
ق دإل  »ُمٍر يإل

يواه مسلم

                                                 
①《牲畜章》第 141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48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640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48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96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8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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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和水果没有达到五个沃斯格的份额时，不需

要交纳天课。”
①
一沃斯格等于 60 沙阿，一沙阿相当于

二千零四十克上好的麦子，即法定的数额为 612 公斤上

好的麦子，少于此份额不需要交纳天课。天课的数额

是：不需要支付浇灌费用的，应交纳十分之一；需要支

付浇灌费用的，应交纳二十分之一；水果，蔬菜和瓜果

之类不需要交纳天课，因为欧麦尔曾说：“蔬菜不需要

交纳天课。”阿里曾说：“苹果及其类似的不需要交纳

天课。”因为它不属于谷物，也不属于果实。但如果是

盈利的，当达到期限和法定的数额时，必须交纳天课。 

第二种：家畜。指的是骆驼，牛和羊，不论是绵羊

还是山羊，如果是放牧并且是准备用来产奶的或繁殖

的，当达到法定的数额时，必须交纳天课。 

法定最少的数量：骆驼的数额是五峰，牛的数额是

三十头，羊的数额是四十只。常年或大部分时间是在野

外牧放的牲畜；如果不是牧放的牲畜，就不需要交纳天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79 段，《奈萨伊圣训

集》第 248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86，《马立克圣训集》第 576 段，《达

尔米圣训集》第 16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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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除非是用来经商的；如果它是被准备用来买卖或运

输获利的，那么，它就属于商品，不论是牧放的还是圈

养的，当它自身或与其它的商品一起达到法定的数额

时，就必须交纳商品的天课。 
第 三种：黄金与白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交纳金银中的天课。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 (: رعالاا  اهللا  ََ َاٱلۡفِّضَة َا َه َّ اَ  ٱ ُ ُِ ُۡ ِيَن يَ َّ ِِ  َاٱ ا  ََ يُنفُِقوَ�
  � ِِ
َ
َذٍْب م َۡ ِ ُۡهم ب ِ فَبَّ�ِ َّ ِِ ٱ ا يَ  ٣ َغبِي ََ ِ ّنَم َ�ُفۡكَوٰى ب ََ ِِ فَاَِ َ� ا  ََ لَۡي َِ  ٰ ََ ۡ ُُ وَۡم 

ۡم فَُذاقُوْ  َاا ُكنُفۡم  ُُ فُفِس
َ
ِِ ُ�ۡم  ۡ َُ َُُهۡمِ َ�َٰذْ َاا َك و َُ ۡم َاُظ َُ ۡم اَُ�ُنو�ُ َُ َُاُه �ِ

اَ   ُ ُِ ُۡ  ٣٥ - ٣٤: لو�ةا  )٣َُ
【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

罚向他们报喜。[35]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的

火里烧红，然后用来烙他们的前额，肋下和背脊。这是

你们为自己而窖藏的金银。你们尝尝藏在窖里的东西的

滋味吧！】 9F

①
 

“储藏金银”的目的是指：不为主道费用。为主道

最伟大的费用就是交纳天课。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

                                                 
①《忏悔章》第 34-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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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ا ذهٍ وال فضة ال «: ق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نن اليب  عن مب هم�مة  َا ا َاُن يإل ا  َإل

إل َُ  ـ�ا َُ
َ
س ل يفائِ َن ِار فأ َإل َل الُاااَة َيفح دحن َ ها َاها إال إذال َن ُ ّإل

ُاـها 
إل
ُ َْ  اعإل  ُ ا جإل هإل ـا َإلى ِ َاكُ ، اإل ّ مإل هإل ارا جإل

َُ وههر،، كما ِردت نعادت ِا ِإل ْاسَ ـ َُ وإلجإل

ْإلادا  ََُاضإل �إلُ�إل عا  ّّ َإل ُإل  إل إلٍة  �إل نُُ ـُماا الَر،َ مإل َاُادإل نإل  َإل ٍَُل  ِا ُإل مخمجه  .»،ا ل، 
 مسلم

“拥有金银而没有交纳其权利者，复生日，那些金

银将要被铸成烙铁，然后放到火狱里烧红，然后用来烙

这种人的肋部、额头和脊背，每当烙铁凉了时，便再次

烧红。那一天相当于五万年长，直到真主对仆人之间的

判决结束。” 10F

①
 

“它的权利”就是指应交的天课，就像在第二传述

中所注解的那样。 

» َُ تـإل ةإل دحن زإل ّإل ٍ ال َُ
ُْ ٍا َإل َا ا َاُن يإل ا   مخمجه مسلم .»َإل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98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658 段,《艾哈默德

圣训集》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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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金银而不交纳其天课者。”
①
 

必须交纳黄金与白银中天课，无论是现金，还是碎

金银，或穿戴的首饰，或借贷，或其它的，根据明证都

必须交纳其中的天课。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有一妇人带着她的女儿来见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她女儿手上戴有一对粗大的金镯

子，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她说： 

ممة مرا ايب من ام عن عبد اهللا بن عممو بن العا  يض اهللا عنهما

سوايان : مي(ومعها ابنة لا و� يد ابنتها َمسَكتَان غليظتان من ذه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ك نن «: قال .ال: االا .»نترط� زة، هذ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ال  ا اليب ، )غليظان َُ إل نر

َالران َن ِار؟ َل الُاااَة   رإلكا الهللا ِهما ُ َح فخلعتهما فللقتهما ىل : اا .»رَاإل

يواه محد ومبو واوو والنسا  والتمذي.  ويسولهما هللا: واالا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يب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98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658 段,《艾哈默德

圣训集》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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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交纳这个的天课了吗？”她说：“没有。”先

知说：“你愿意在复生日真主因此为你戴上一对火镯子

吗？”他（传述人）说：她取下金镯子，然后把它递给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且说：“它俩属

于真主及其使者的。”
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看我，他看见我的两手

上戴着许多银戒指，于是他问道： 

ّ : عن �ششة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االا و ت اهللا  َوَخَل َعَ   ِف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يَست
َ
، فََمم

الإل يََدي َ�تََخاٍت ِمْن َوِيٍق،  اإل ؟«: اإل ةإل اشإل � ال ُإلاعإل ا هذإل ات » َإل
ْ
ل رََزّ�نت لََك : َ�قت

َ
ّن م َصنَْعتتهت

الإل يَايسوَ  اهللا، 
إل
�إلَهًن؟«:ق ةإل ًدُنإل زإل ّإل تَ

إل
ات  »ن

ْ
َإل «: قالإل  َال، مْو َما َشاَء اهللا،: اتل َه

َانإل اليًارا  ِا  َْ ُا  مبو واوومخمجه . »َإل
“阿依莎啊！这是什么？”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做这些是为您做装饰用的。”使者说：“你交纳它的

                                                 
①《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63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497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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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课了吗？”我回答说：“没有，或真主意欲。”使者

说：“它足以使你陷身火狱之中”
①

黄金只有达到法定的数额（即二十个金币），才必

须交纳天课。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说：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ل اليب 
إل
ًّ تإل�َنإل ل َإل   َ ُ َإل ِإل  ُا

إل
ُ سُسإل عإل

إل
ونإل داُ إلارالً ُ َ ُْ  .»ِإل عا

 مخمجه مبو واوو
“你不到二十个金币，就不需要交纳天课。” 14F

②
伊

斯兰的金币指的是每个金币的重量为 4.25 克黄金，因

此，黄金的法定数额为八十五克。 
白银只有达到法定的数额（即五欧基亚 15F

③
），才应

交纳天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ةح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ليإلبّ  قال
إل
ق دإل وإلالٍق يإل

إل
ـُمسا ن ا َدونإل مإل سُسإل ااامإل

إل
متفق عليه »ُ

“少于五欧基亚者不需要交纳天课。” 16F

①
 

                                                 
①《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65 段 

②《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73 段 

③译者注：欧基亚，重量单位，等于 128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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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欧基亚等于四十个银币，一个银币是一个

金币的七十分之一的重量，两百迪尔汗的重量等于五百

九十五克银子，金银中应交纳的天课仅仅是百分之二点

五。 

现今流通的纸币必须交纳天课，因为它就像银子一

样，当达到法定的数额时，就必须交纳天课；金银和纸

币都必须交纳天课，不论是自己跟前的现金，还是借给

别人的钱财。因此，对于固定的债务，也必须交纳天

课，无论是贷款，还是出售的价值，或出租车等等，如

果能够全部收回，他可以每年在收回后交纳天课，或延

迟到完全收回后再为过去的每一年交纳天课；如果他破

产了或延迟偿还债务而很难交纳天课时，他就不需要交

纳过去几年的天课。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4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79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626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58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487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558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73，《马立克圣训

集》第 575 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16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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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黄金和白银，其它的金属不需要交纳天课，即

使是比金银更加昂贵也罢！除非是用来做贸易的，那

么，必须交纳天课。 

第 三种：商品。就是用来获利和贸易的不动产，动

物，食物，饮料，汽车等所有类型的资金，应在每年初

制定出它的价值，不论它的价值与买的价格相等，或比

买的更少或更多，都应从中交纳四十分之一的天课。杂

货，机械及零配件和其它的店主们必须彻底和全面的统

计所有的经营，然后交纳其中的天课；如果他们无法那

样去做，那么，让他们谨慎地交纳天课，完成应尽的义

务。 

人们因需要而准备的食物，饮料，家具，住房，动

物，汽车和服装等，不需要交纳天课，但黄金和白银例

外。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ةح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ل اليب 
إل
ق دإل ُا يإل رإل ا

إل
ال ف ،ا وإل ُْدا ِا ثإل ما  إل اللَمُاُـا سُسإل  إل

إل
متفق . »ُ

 .ع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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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于自己的仆人和坐骑不需要交纳天

课。”
①

用来出租的房地产，或汽车等不需要交纳天课，但

如果其租金是货币，当圆满一年，租金本身或与他跟前

同类的财产加起来达到法定的数额之后，就必须交纳天

课。 

我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当交纳天课，当以此纯洁你

们的身心；交纳天课是获得，不是损失；是利润，不是

亏损；你们当统计所有需要交纳天课的财产；你们当祈

求安拉接受你们的施舍，增加你们剩下的财产中的吉

庆。一切全归养育众世界的安拉，愿安拉赐予我们的先

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和众圣门弟子幸福和平安。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82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62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94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467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812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249，《马立克圣训

集》第 612 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1632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