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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刑事犯罪与法度 

 

第一章：刑事犯罪 

 
它包含以下篇幅： 

1-行凶 

2-杀人罪的种类 

①故意谋杀 

②类似故意谋杀 

③误杀 

3-除伤害生命外的犯罪抵罪法 

4-杀人血金 

5-除生命之外的伤害所交付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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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杀人、伤人的法律 

1.杀人、伤人 

2.杀人的种类 

  1.故意杀人 

  2.似故意杀人 

  3.误杀 

3.伤人的法律 

4.杀人应付的罚金 

5.伤人应付的罚金 

二.真主的法度 

1.通奸应受的刑罚 

2.诽谤他人清白的刑罚 

3.饮酒的刑罚 

4.偷窃的刑罚 

5.拦路抢劫的刑罚 

6.反对穆斯林执政者的刑罚 

酌情量刑 

叛教 

起誓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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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凶 

 

 

 行凶：特指伤害他人身体，必须由罪犯者自身

受刑或缴纳罚款或赎金。 

 

 施行刑法的哲理： 

真主亲手创造了人祖阿丹，并把自己的精神注入其

体内，使他优越于其他的被造物，为了一件重大的使命

而让他们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制者：崇拜独一无偶的

真正（认主独一），让所有的人类都成为他的子孙后代，

同时为他们派遣了众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降示诸经典，这是为了让人类认主独一（只崇拜独一的

主），并以天堂承诺崇拜真主并顺从他命令的人；以火

狱恐吓所有否认真主，违反其禁令的人。 

人类中有一些人由于信仰的脆弱而不响应其信仰

的号召，或是由于弱智儿蔑视真主这个统治者，所以就

有敢于犯罪的念头，而去伤害他人的生命，尊严或财产。 

为此真主在今世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来制止人犯罪。

因为，仅凭书面形式的命令和禁止让人们停足在真主的

禁令前，对一部分人是不够的。如果不是这些刑法，就

会有很多人犯罪，不谨慎的对待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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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真主的法度可以保护生命，维护人类的利益，

抑制邪恶的灵魂，遏止没有仁慈的冷酷之心。 

执行刑罚可以制止杀人，敌对，维护社会安宁，使

穆斯林民族获得生命，制止流血，医治死者家属心中的

创伤，实现公正和安宁，保护这个民族不受野蛮杀戮者

的伤害。 

犯罪分子在地方上制造恐惧，使妇女成为寡妇，儿

童成为孤儿。 

清高的真主说： 

تت لَّكُمابِ لَعي اَأللْبلا أُواةٌ يياصِ حصي القف لَكُمالبقرة آية[ قُونَ و :
)١٧٩[( 

【有理智的人们啊！你们在抵罪律中获得生命，

（以此为制），以便你们敬畏。】 P0F

① 

 报酬、惩罚不在今世，而是在后世，但是真主

为今世制定了种种刑法来维护社会安宁，禁止为非作

歹、仇恨和压迫！ 

 

 五件应受保护的事情： 

伊斯兰重视保护所有天启法律一致认同需要保护

的五件事：信仰、生命、理智、尊严、财产。把侵犯这

五项事务当作犯罪，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只有维护好

                                                        
①
《黄牛章》第 1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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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项事务整个社会才会祥和，每个人才会安心！ 

 

 权利分两种： 

1-人与主宰之间的权利：认主独一，崇拜真主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拜功。 

2-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在复活日，每个人第一个要受清算的就是拜功，人

与人之间第一个要受清算的是血。 

 

 杀人的法制： 

无故杀人是举伴真主之后的最大罪恶之一。信士只

要没有侵害无辜的生命，就仍在信仰的范围之内，杀人

是一种大罪，今世和后世都会受到惩罚。 

1-清高的真主说： 

 ولَعنه وغَضب اللَّه علَيه ومن يقْتلْ مؤمناً متعمداً فَجزاؤه جهنم خالداً فيها
 )]٩٣: (النساء آية[ وأَعد لَه عذَاباً عظيماً

【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酬，而

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预备

重大的刑罚。】P1F

① 

2-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大罪中的大罪是：

                                                        
①
《妇女章》第 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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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伴真主、杀人、悖逆父母、说谎、作伪证。”① 

3-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作证：

‘除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神灵，我确是真主的使

者’，那么，他的生命受到了保护，是不可侵害的，除

非他做了三件事中的一件：已婚者通奸、以命抵命者、

叛教者、脱离穆斯林大众的人。”② 

 

 信士的生命是相等的，因此他们在抵罪或缴纳

罚金中一律平等。不会因家族、肤色、种族而使谁高贵

于谁。 

清高的真主说： 

وقَبائلَ لتعارفُوا إِنَّ  وجعلْناكُم شعوباً وأُنثَى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إِنا خلَقْناكُم من ذَكَرٍ
بِريخ يملع إِنَّ اللَّه قَاكُمأَت اللَّه ندع كُمم١٣: (احلجرات آية[ أَكْر[(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

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

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

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P4F

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7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8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7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76段 

③
《寝室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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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杀人罪的种类 

 

1-故意谋杀 

2-类似故意谋杀 

3-误杀 

 

1-故意杀人： 

 

 故意谋杀：罪犯故意用可以致人死亡的东西杀

害无辜的生命。 

 

故意杀人的形式： 

1、 用杀伤性器具打伤人，如刀、短矛、枪等等，

受害者 

因此而死亡。 

2、以重物伤人。如大石块、粗棒、车辗或是撞击

墙壁，致人死亡 

3、把人关进无法逃脱的地方。如丢进水中淹死，

或火中烧死，或把人禁闭起来不给吃喝，而后因此而死。 

4、用绳索缢死，或堵嘴闷死。 

5、把人丢入狩猎的陷阱中，或用蛇、狗咬死。 

6、在被害人不了解的情况下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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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巫术杀人。 

8、两个男人用可以导致其受死刑的假证来指控他，

因此他被处死，然后他俩说：这是我们故意的。或者用

提供的假证来判决他。 

 蓄意谋杀必须抵罪即处决凶手。受害者家属可

以惩罚凶手，或索取罚金，或原谅凶手。这是最好的。 

1、至高无上的真主说： 

 )]٢٣٧: (البقرة آية[ وأَن تعفُوا أَقْرب للتقْوى 
【宽免是更近于敬畏的。】P5F

①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之）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家有人被杀，

他有两种选择：凶手缴纳罚金或抵命…” P6F

② 

３、艾布胡莱赖（愿真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施舍不回减损财

物，一个宽恕他人的人真主会使他更尊贵，一个人只

要因真主而谦虚，真主就会升高他的品级。”P7F

③ 

 

 杀人偿命的处罚条例： 

1-如果穆斯林杀的是战敌或叛教者或已婚淫乱者

则无需偿命，也无需缴纳罚金。但应受到谴责，因为他

                                                        
①
《黄牛章》第 237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8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355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8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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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于执政者。（越权） 

2-杀人犯是成年的、理智健全的、蓄意谋杀者要受

到刑法。但若是未成年的，或理智不健全者，或是误杀

者则无需抵命，只要缴纳罚金就可。 

3-事发时被害人与行凶者是平等的，即属同一种宗

教信仰。所以穆斯林不会因杀非穆斯林而被杀。相反，

非穆斯林应因杀了穆斯林则应抵罪。男女相互抵罪。 

4-被害人不是凶手的子女。父母或直系长辈不因杀

其子女而应抵命。相反子女如果杀了父母之一则须抵

罪，除非受害人家属宽恕了他。 

以上四个条件缺一，都无需偿命，而是要缴纳沉重

的杀人罚金。 

 

 要求执行杀人抵罪者的条例： 

1-受害家属是成年人、理智健全者。如果是未成年

的、或理智不健全或缺席时，则应关押犯罪嫌疑人直到

小孩成年；如是理智不健全者应等到其恢复健康；如是

缺席者则应等其归来。到时如想让凶手偿命就偿命，想

索取罚金则索取罚金；或原谅凶手，这是最好的。 

2-受害者家属一致同意凶手偿命，不可以一部分人

要求偿命，另一部分持异议。只要有一人原谅了凶手，

就无需抵命。只要缴纳罚金就行。 



刑事犯罪与法度 

 - 11 - 

3-保证在执行抵罪时不伤及无辜。如要对孕妇执行

法律，必须等分娩之后，在有乳母喂养孩子的情况下，

母亲喂完孩子第一口奶后持法，否则，应缓刑到孩子断

奶。条件一旦确定，就应行法。否则就不允许执行。 

 如果凶手是未成年或理智不健全者，则不允许

他俩偿命，但必须从他俩的钱财中缴纳罚金，或从他们

家族的财产中缴纳罚金。谁命令未成年者，或理智不健

全者杀人，那么只有命人杀人者偿命，因为被命令者只

是他的工具。 

 如果一人抓住某人而第三者则故意杀害被抓

者，杀人者则应受到死刑。至于抓人者，如果知道凶手

要伤害被抓者，两人都要抵命；如果不知情，法官酌情

监禁，以示惩罚。 

 谁强迫他人杀害无辜者，两人都应偿命。 

至高无上的真主说： 

: رة آيةالبق[ ولَكُم في القصاصِ حياةٌ يا أُولي اَأللْبابِ لَعلَّكُم تتقُونَ 
)١٧٩[( 

【有理智的人们啊！你们在抵罪律中获得生命，

（以此为制），以便你们敬畏。】 P8F

① 

 有许多非穆斯林国家为表示一种文明、仁慈，

而把监禁当作对凶手的惩罚，却不可怜失去生命的被害

                                                        
①
《黄牛章》第 1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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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情他们的家人和那些失去家人、失去支柱和抚

养者的孩子们；不去体谅因为那些犯罪分子而担心自己

的生命、尊严和财产的人们。因此而增加邪恶，促使谋

杀案率升高，使得犯罪形式多样化。 

清高的主说： 

 )]٥٠: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من أَحسن من اللَّه حكْماً لِّقَومٍ يوقنونَ أَفَحكْم اجلَاهلية يبغونَ
【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律例吗﹖在确信的民

众看来，有谁比真主更善于判决呢﹖】 P9F

① 

 

 以下两点确定抵罪律： 

1- 凶手承认杀人。 

2- 或有两个公证的人证实他杀人，或重复发誓他

杀了一个无辜者。 

 

 执行抵罪律： 

罪证一旦确凿，应由执政者或其代理人执行。只能

在他俩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行刑，只能用利剑或类似的利

器砍头，或用凶手杀人的方式行刑，如果他是用石头砸

被害人的头部而导致其死亡的，那么也用同样的方式，

用石头砸其头部直至死亡。 

 有权要求杀人抵罪或原谅（宽恕凶手）的人（即：

                                                        
①
《筵席章》第 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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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主），他们是被害人的遗产继承人。如果他们一致同

意选择抵罪，就必须执行；如果他们全部选择宽恕凶手，

就不执行抵罪律。如果当中有一人宽恕凶手，而其余的

人选择抵罪，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执行抵命律。只有在

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取缔抵命罪而选择宽恕凶手时，

从而导致担心影响社会治安时，苦主中只有男人才有宽

恕权。 

 当亡人家属宽恕了罪犯，拿取罚金时，这笔钱

必须从凶手的财产中获取。-一百峰骆驼。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谋杀了一名信士，就

把他交给苦主，如果他们想他偿命，就杀了他；如想

索取罚金，就索取罚金（罚金：三十峰三岁的骆驼，

三十峰四岁的骆驼，四十峰三岁母驼他们可以自行调

解。这为了他们能记住这个教训。”① 

 亡人家属因杀人而获取的罚金不是杀人者应付

的罚金。而是杀人抵命律的替代品。苦主们可以自行调

解，或拿取多余少于一百峰骆驼，但宽恕是最好的。 

 现今在沙特谋杀一个男穆斯林的罚金是十一万

沙币，女穆斯林是五万伍千沙币。苦主们可以要求更多

或更少的，或是宽恕他。 

 如果集体杀一人，要全部抵命，如果不要求，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121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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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交付一个人的罚金。如果命令一个不用承担义务

的人（未成年人、理智不健全者）或承担责任的人在无

知（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情况下杀人，那命人杀人者

偿命，或缴纳罚金。如果承担责任者明知故犯而杀人，

那他一人承担偿命或缴罚金。 

 如果两人杀了一人。其中一人是无需为杀这人

而抵命的。比如：父亲与外人杀了自己的子女，或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杀了一个非穆斯林。那由父亲的同伙和那

个非穆斯林偿命，父亲与这个穆斯林要受到惩罚；如果

是缴纳罚金那么外人和非穆斯林要交纳一半的罚金。 

 当凶手故意杀害了他的被继承人，就没有权利

继承死者的遗产。 

 

 发誓：即重复发誓某人杀害了一名无辜者。当

发现尸体而不能确定凶手，对嫌疑人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时可以指控他，由控方重复发誓嫌疑人就是凶手。 

 

 发誓的条件： 

凶手与被害者之间有仇，或嫌疑犯是众所周知爱厮

杀的人，或有充分的理由证实他可能杀了人（如伤害过

他的自尊），死者家属一致指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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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誓的形式：当条件具备时，由五十名原告发

五十次誓（确是某人杀了他人），抵罪率就成立。在拒

绝发誓，或不够五十人的情况下如控方愿意发五十次

誓，那么他们就清白了；如果亡人的继承人不相信或不

愿接受他们誓言，伊玛目从国库付血金，为了使亡者的

血不白流。 

 

 故意自杀的法律： 

禁止用任何方式自杀。故意自杀者的惩罚是永久的

火狱。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从山上摔死自己，那他在

火狱中永远摔自己，永居火狱；谁如果是服毒自尽，

那他在火狱中永远服毒，并永居火狱；谁是用铁器自

尽的，那他在火狱中，铁器就一直在他手中刺向他的

胸腹，他永居火狱。”① 

 

 故意杀人者的忏悔： 

故意杀人者如果忏悔，真主就会饶恕他。但他的忏

悔不能使他免受刑罚。因为它是人的权利。故意杀人涉

及三者的权益：真主、被害人、苦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7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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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凶手向苦主自首，后悔其所为，害怕真主，诚

心忏悔，真主的原意因忏悔而免除，苦主无权要求以命

抵罪，或自行调解或原谅凶手。剩下的是被害者的权益，

这时，凶手在真主的意欲下，他的仁慈包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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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似故意杀人 

 

 类似故意杀人：想犯罪用不能杀死人的东西伤

害无辜者，受害人因此而死亡。如：用鞭、棍、手抽打

非致命处而死等等。 

打人是故意的，杀死人不是故意的，因此称之为类

似故意杀人，其中没有杀人抵命罪。 

 

 类似故意杀人罪的判定：这是非法的。因为这

也是伤害无辜者。 

 

 类似故意杀人和误杀都必须交纳罚金与赎罪。

而故意杀人中没有赎罪，是因为凶手的罪恶太重不能因

赎罪而减免。 

 类似故意杀人必须交付专门指定的罚金和罚

赎： 

1-专门指定的罚金：是一百峰骆驼，其中四十峰是

孕驼。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的确，类似故意杀人者用鞭子和棍子的罚金是一百峰

骆驼，其中四十峰是孕驼。”① 

 凶手的族人承担这份罚金，或与其等值的，如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07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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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诉；这种血金可以延至三年。 

2-凶手赎罪法：释放一名信士女奴，如果没有找到，

就连封两个月的斋。 

 类似故意杀人法中没有抵命律，因为罪犯不想

杀人，但必须以交纳罚金来赔偿被害者的生命。罚金时

特定的专门指定的，因为凶手有故意伤害他人的念头。

让凶手的族人承担罚金，因为他们是仁慈援助之人。必

须由罪犯亲自赎罪，释放奴隶或封斋，以此抵罪。 

 苦主们不拿取罚金是嘉行，如果他们宽恕罪犯，

罚金就缔除，但罪犯必须赎罪。 

 必要时允许解剖尸体了解罪行和死因，以保证

死者的权利，保障社会不受侵犯。这如同必要时医学界

解剖非穆斯林的尸体来了解病因、学习和教授医学。 

 谋杀：指利用阴谋和欺骗手段的蓄意谋杀。或

表面让死者信任凶手，而不怀疑他的欺许。如：欺骗某

人，把他带到没人的地方，将其杀害，或强行掠夺他的

财物，为了不让他索取或揭露其丑行，而将其杀害。这

些行为都属于谋杀，凶手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

要被处死，属于真主的法度，而不是抵命律，不接受也

不允许任何人宽恕他，苦主没有选择权。真主的法度不

可因人而废除，抵命律可由苦主们自行调节。 

 谁把自己从坏人手里解脱出来，而打死、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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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坏在人的肢体，则不用交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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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误杀 

 

 误杀：凶手做自己的事情，如：打猎或射击目

标，却误打中一个生命受保护的的人，而致其死亡。这

包括：未成年者、理智不健全者的故意杀人，和导致他

人死亡的原因。 

 

 误杀分两种： 

1-凶手必须赎罪，杀人赎金由其族人交付。这里所

指的不是在战争中的误杀，或死者是来自与我们穆斯林

之间有缔约的民族。 

①赎金：出一百峰骆驼。而麦路·本·而苏（愿主

喜悦他）传述，曾有人误杀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判了他一百峰骆驼的罚金，30峰一岁的母

驼，30峰两岁的母驼，30峰三岁的骆驼，10峰两岁的公

驼。① 

 凶手的族人根据时代的不同承担罚金或等价值

的罚赎。现在沙特误杀的罚金是十万沙币，妇女是五万

沙币，可延期三年付清。 

②罚赎：释放一名信道的女仆；如果没有就连续封

两个月的斋。赎罪所需费用必须从罪犯的私人财产中支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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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以此消除他的罪过。 

 如果受害者家属宽恕罪犯，放弃罚金，这属于

受喜的嘉行，他们会从清高的真主那里得到会回赐。如

果他们原谅了罪犯，那么就不用交纳罚金，但罪犯必须

赎罪。 

2-只需赎罪的误杀： 

在非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作战，死

者是被误认为非穆斯林而被杀。凶手只需赎罪（释放一

名信道的女仆，如果没有就连封两个月的斋。），而不用

交纳杀人的罚金。 

清高的真主说： 

رقَبة ومن قَتلَ مؤمناً خطَئاً فَتحرِير  وما كَانَ لمؤمنٍ أَن يقْتلَ مؤمناً إِالَّ خطَئاً
ةنمؤم وٍّ لَّكُمدمٍ عن قَوقُوا فَإِن كَانَ مدصإِالَّ أَن ي هلةٌ إِلَى أَهلَّمسةٌ ميدو  نمؤم وهو

ةنمؤم ةقَبر رِيرحفَت كُمنيمٍ بن قَوإِن كَانَ مةٌ إِلَى أَ ولَّمسةٌ ميفَد يثَاقم مهنيبوهله  رِيرحتو
اللَّه نةً مبونِ تيابِعتتنِ ميرهش اميفَص جِدي ن لَّمفَم ةنمؤم ةقَبيماً ركيماً حلع كَانَ اللَّهو 

 )]92: (النساء آية[
【信士不致于杀害信士，除非是误杀。谁误杀一

个信士，谁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并以血锾交付尸

亲，除非他们自愿让与。被杀的信士，如果他的宗族

是你们的敌人，那么，凶手应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

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那么，凶手应当以

血锾交付尸亲，并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谁不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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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谁当边续斋戒两月，这是因为真主准许他悔过

自新。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① 

 

 代替亡者补斋： 

谁身付主命斋去世了，例如：斋月的斋或连续两个

月的赎罪斋或许愿斋，但都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 

1-有能力封的斋而没封的斋。由亡人家属或家属们

分担替他还补。但条件是连续封斋，第一天、第二天……

直到封完。 

2-有正当的理由而没有封的斋，如病生等等。这种

情况不要求替他还补，也不需要给穷人提供食品。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死了还身付主命斋，他的

家属替他封斋。”② 

 

 罪犯的族人担负 

在类似故意杀人与误杀罪中，血金由罪犯的族人担

负，但赎罪则须由罪犯亲身完成。族人所指的是所以男

性族人，无论远近，在场还是不在场；从最亲近的开始。

族人承担三分之一以上的血金。③ 

                                                        
①
《妇女章》第 92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5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47段 

③
一个误杀男人的血金是一百峰骆驼，约十万沙币；一个误杀女人的罚金是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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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不承担故意杀人的罚金，和凶手或死者是奴隶

的罚金，同时族人也不承担少于三分之一的血金。（如

打碎某人的一颗牙，其罚金低于血金的三分之一），族

人也不用调解。 

族人中的未成年人、女人、穷人、与凶手不同信仰

的人不负责分担血金。 

 

伤害肢体的抵偿律 

 指在不伤及生命的情况下，伤及人的任何一部

分肢体。 

 打伤或打断肢体：如果罪犯是存心的就以同样

的肢体来抵罪；如果是无意的或类似故意的，交付罚金

即可。 

 符合用于杀人抵命法的可用于伤害肢体的抵罪

法中。 

                                                                                                                     
峰骆驼，约五万沙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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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伤害生命外的犯罪抵罪法 

 

 除伤害生命外的犯罪：指所有对他人身体不致

命的伤害。 

 打伤或打断肢体：如果是故意的犯罪就要抵罪；

如果是误伤或像似故意伤害则需缴纳罚金。 

 谁伤害他人，他将受到同样方式的惩罚。如果

是故意伤害，则因用同样的方式（他伤害人的方式）来

抵罪，但如果是误伤，或类似故意伤人则不需用同样的

方式来抵罪，交纳罚金即可。 

 

 故意伤害他人但不导致生命危险的犯罪分

两种： 

第一：对肢体、器官的伤害。如眼睛、鼻子、耳朵、

牙齿、眼睑、嘴唇、手、脚、手指、手掌、生殖、阳物

等等。如果被伤害者所受伤部位是以上所提的任何一

处，那么罪犯也要以同样的肢体或器官以与抵偿。  

清高的真主在阐明此项法律时说： 

واُألذُنَ  واَألنف بِاَألنف والْعين بِالْعينِ وكَتبنا علَيهِم فيها أَنَّ النفْس بِالنفْسِ 
بِاُألذُن نبِالس نالسو رالْجوةٌ لَّهكَفَّار وفَه بِه قدصن تفَم اصصق ا  وحكُم بِمحي ن لَّممو

 ])٥٠: (املائدة آية[ أَنزلَ اللَّ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ظَّالمونَ 
【我在《讨拉特》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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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眼，以鼻偿鼻，以耳偿耳，以牙偿牙；－切创伤，

都要抵偿。自愿不究的人，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愆。

凡不依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不义的。】① 

 

 以罪犯的肢体抵被伤害的肢体应具备的条件： 

被伤害者是受保护的，与罪犯同一信仰。不能因非

穆斯林而以穆斯林的肢体抵罪，罪犯应达到履行宗教事

务、承担宗教责任的年限，同时被害者不是罪犯的子女，

案件属故意伤害。以上条件一旦具备就可以执法。 

 

 可以执行肢体抵罪法的条件如下： 

1-确保公平，杜绝残暴：这要求执行肢体抵罪时应

从关节处开始或停止在此器官的终结处。 

2-同名称、同位置：如眼睛抵眼睛。不能以左肢抵

右肢，中指抵食指。 

3-两肢体的健全程度相等，不能以好的手脚抵偿瘫

痪的手脚，正常的眼睛抵偿盲眼。相反的可以用瘫痪的

手脚抵偿健康的手脚，盲眼抵好眼。 

 以上条件一旦具备，就可以执行肢体抵罪法，

若缺少一点都不能执行，只能较罚金。 

第二：伤口。如果故意打伤某人，罪犯就要抵罪。 

                                                        
①
《筵席章》第 45节 



刑事犯罪与法度 

 - 26 - 

 其条件与故意杀人抵罪的条件一样。保证执法

时公平，没有任何增减。如伤口伤及骨头这发生在头、

躯干、大腿、小腿等等。 

 如果不能保证公平，担心有所增加，则不能实

行此法。罪犯交付罚金即可。 

 宽恕罪犯，免除以肢体抵罪，让其交付罚金是

圣行；不索取罚金更好。谁原谅罪犯调和双方，他将从

真主那得到回赐。向有权决定事务的人要求宽恕也是受

喜悦的。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

“只要有杀人、伤人案件上述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那里，他就会让人们宽恕。”① 

 伤口所导致的后果由罪犯负责，抵罪或交付罚

金。如果罪犯打断他人的一根手指伤口导致整只手残

废，那就以罪犯的整只手抵罪。如果伤口导致被害人死

亡，罪犯者要以命抵偿。 

 谁因违背真主的刑法而受刑，如鞭刑、偷盗等，

或因伤害他人肢体而抵罪的过程中死亡，国库为其付罚

金。 

 只能在伤口康复后才可以执行肢体抵罪法，为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497段，第 377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692

段，第 21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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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伤口所导致的恶化。同样也只有等到伤口康复后才

能要求罚金，为防止身体会有其他部位因伤口而受影

响。 

 谁用手或棍或鞭打他人，或打其脸，他将因此

而抵罪，受到同样的惩罚。如罪犯打了他人的脸，那么

他的脸也将被打，同一位置以同样的或类似的器具打

他，除非得到宽恕。 

 谁不经同意，私自窥探他人宅院，被主人打瞎

眼睛，他无权要求罚金，也不用以眼抵眼。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如果某人不经同意私自看

你，你用石子打他，打瞎他的眼睛，你没事，不用承

担罚金或以眼抵眼。① 

 

 输血的断法： 

 在特殊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的合法替代品，熟练

的医生诊治，认为输血有效，在献血者同义，并不伤害

他的情况下允许输一定数量可以拯救病人于死亡的血

给病人。允许收集血液存于血库，以预防如：事故、生

育等大量出血的特殊情况而用。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0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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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杀人血金 

 

 罚金：因犯罪而交给被害人或其家属的钱财。 

 罚金是一百峰骆驼。如果骆驼非常昂贵，可以

交其替代品。 

欧麦尔·罕塔布（愿主喜悦他）在演讲中说：“的

确，骆驼的价格已经涨了。”欧麦尔把黄金拥有者的罚

金定为一千枚金币；白银拥有者为一万两千枚银币；养

牛者交二百头牛；牧羊者交两千只羊。”① 

 真正的罚金是骆驼，其它的种类只是替代品。

一千块金币等于4250克黄金。 

 女穆斯林被杀所应交付的罚金是男人的一半。 

 每个杀人者都应交付罚金，无论凶手是穆斯

林，还是非穆斯林或者是和穆斯林签约的。如果是故意

杀人，凶手必须即时从其财产中交付罚金。如果类似故

意杀人或是误杀，则由凶手的族人交付罚金，可以延期

三年付清。 

 

 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被杀的罚金： 

他们中的男人所得的罚金是男穆斯林所得罚金的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45段，第 3806 段；《白邑哈给圣训集》第 161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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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他们的女人所得的是女穆斯林所得罚金的一半。

无论是涉及生命的罚金还是伤害肢体和器官的罚金，或

有意无意的杀害。 

 多神教徒、偶像崇拜者、拜火教徒被杀所得的

罚金是男穆斯林罚金的十分之三，他们的妇女所得取是

他们的一半。 

 如果伤害孕妇而导致了流产，婴儿死亡。婴儿

的罚金是一个男仆或女仆，其价值是五峰骆驼，是他母

亲所得罚金的十分之一。奴仆的罚金则根据其价值而定

有多有少。 

 如果司机超车或其他失误导致翻车或与其他

车辆相撞，那么司机负一切后果。如果有人死亡，司机

必须交付罚金，赎罪。如果事故的发生不是因为他超车

或失误，如汽车轮胎在正常情况下突然爆炸，那司机不

付责任，不交罚金，也不赎罪。 

 

 国库承担的债务、罚金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如果穆斯林死亡，负有债务，没有留下可用于

还债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由执行长官从国库替他还

债。 

2. 如果有人误杀他人或似误杀，他没有富裕的族

人替他交付罚金，那就从凶手的财产中拿取罚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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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贫困之人，由国库替他交付。 

3. 所有被杀人不知凶手是谁的情况下，如：由于

拥挤或游转天房时死亡，从国库中交纳罚金。 

4. 当法官以发重誓来判定罪行，死者遗产继承人

拒绝发誓，也不满意被告人的起誓，这时，执政者替被

告从国库中交付罚金。  

 当长官酌情惩罚某人，或父亲惩罚儿子，或教

师惩罚学生，再不过分的情况下这些人死亡，他们不负

责。 

 谁雇佣一名应负宗教责任的人替他挖井，或爬

树等等，雇工因做这件工作而死亡，雇主不负责任。 

 禁止杀害寻求保护或与穆斯林有和平条约的非

穆斯林，谁杀害了他，确已犯了大罪。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杀害与穆斯林有条约的

人，就闻不到天堂的气味，它的气味能在走四十年的

路程就可以闻到。”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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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除生命之外的伤害所交付的罚金 

 

如果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不伤害其生命，这类犯

罪可以以罪抵罪；如果不是故意的，则不允许以罪抵罪，

必须交付罚金。 

 

 伤害肢体和伤口的罚金有三类： 

第一种：肢体功能的罚金 

1-人体中只有一个的，这必须交付同等杀人罚金数

额的罚金。如鼻子、舌头、生殖器；类似的有：听力、

视力、说话能力、理智、脊柱等等。 

2-人体中同一物有两个的，如双眼、两耳、双唇、

两个睾丸、双手、双脚等等，这每两个中的一个的罚金

是杀人罚金数额的一半，两个都被伤害就需付杀人罚金

的全额。如果两者之一的功能失效，交付一半的罚金。

如果两者的功能都失效，交付杀人罚金的全额。伤害独

眼人的唯一的明眼应交付杀人罚金的全额。 

3-人体中同一物有四个的，如上下眼睑，两只眼共

四个眼睑，每一个眼睑应付杀人罚金的四分之一，四个

眼睑就是这个罚金的全额。 

4-人体中同一物有十个的。如双手的十指，双脚的

十跐。每个手指或脚跐的罚金是杀人罚金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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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砍掉十个手指或脚跐，交付一个杀人的罚金。除拇

指是两节外，其它手指有三节，每节的罚金是每根手指

的三分之一；拇指的每节是它的二分之一。如果有一指

的功能失效，就须交付十分之一的罚金。如果十指的功

能都不存在，就要交付杀人犯罚金的全额。 

5-牙齿，人有三十二颗牙：四颗门牙，四颗眼齿，

四颗犬齿，二十颗智齿，牙床两侧各十颗。每颗牙的罚

金是五峰骆驼。 

 有四种毛发其中有任何一种因伤害而不存在，

需交交杀人罚金的全额：头发、胡须、双眉、两眼的睫

毛。每道眉毛是罚金的二分之一。每条睫毛是罚金的四

分之一。 

 残废的手，看不见的眼，黑牙齿的罚金是正常

手、眼、牙的罚金的三分之一。 

 

第二种：打破头、伤口： 

 打破头：专指对头与脸的伤害。有十类： 

1- 打破皮肤但没有流血。 

2- 打破皮肤流了一点儿血。 

3- 打破肉，也许一点儿。 

4- 打破肉，伤得很深。 

5- 伤口的程度达到肉与骨头之间那层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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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上这五种，没有特定的罚金，而是把被害人

当作一个没有受伤的奴隶来估价。然后等他伤口痊愈后

再进行一次估价，两次股价的差价，就是他的罚金，法

官可以定夺。 

 

以下五类有法定的罚金： 

6- 伤口伤到骨头，能看到骨头，他的罚金是五峰

骆驼。 

7- 伤口伤及骨头，打碎骨头。其罚金是十峰骆驼。 

8- 伤及骨头，打碎并导致其脱离原位置。其罚金

是十五峰骆驼。 

9- 伤口到达大脑皮层。其罚金是杀人罚金的三分

之一。 

10- 打破大脑皮层一点，其罚金也是杀人罚金的

三分之一。 

 其它身体部位的伤口，如果伤及腹腔，其罚金

是总数的三分之一。否则，以估价来定其罚金。 

 如果伤口一直到腹腔，或背、胸、咽喉等等，

其罚金也是杀人罚金的三分之一。 

 

第三种：伤骨的罚金 

 肋骨被打断，然后治好，其罚金是一封骆驼。 



刑事犯罪与法度 

 - 34 - 

 如果锁骨被打断，然后治好，其罚金是一峰骆

驼。两根锁骨是两峰骆驼。手臂、大腿、小腿、治好之

后的罚金是两峰骆驼。 

 上述骨类如果没有治好，再行估价。脊柱被打

断，没有治好，则需缴纳全额罚金。 

 除此之外的骨伤没有法定的罚金，而是估价。 

 上述这些法律证据为：艾布白克尔·本·穆罕

默德·本·阿慕尔·本·哈兹慕根据其祖父传述的《圣

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寄给也

门遗产学、圣训和各种有关犯罪罚金的法律条文，其

中有“……的确，杀人的罚金是一百封骆驼，割鼻子

需要缴纳罚金，舌头要付罚金，生殖器中也有罚金，

脊柱要付罚金，双眼中也要付罚金，一只脚是罚金的

一半，伤口到达大脑皮层是罚金的三分之一，伤口到

达腹腔或腰、胸、咽喉时的罚金是三分之一的罚金；

伤口伤及骨头，打碎并导致其脱离原位，需付十五峰

骆驼。每只手指、脚趾是十峰骆驼，每颗牙五峰骆驼；

伤口到达骨头其罚金是五峰骆驼。的确，男人杀害女

子要偿命；金币拥有者交付壹千块金币。① 

 

 

                                                        
①
《奈沙伊圣训集》第 4853段、第 4513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22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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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罚赎定律： 

妇女如果被误杀，她的罚金是男子的一办。同样，

她的肢体、伤口的罚金也是男子肢体、伤口的一半。 

谢利哈说：“欧勒乌白克从欧麦尔那出来到我这儿

说：‘男女在牙齿、伤口到达骨头的罚金是同等的。在

这之上的，女子的罚金是男子的一半’。”① 

                                                        
①
《伊本艾布西柏圣训集》第 274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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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度 

 

它包含以下篇幅： 

1-通奸 

2-诽谤 

3-饮酒 

4-盗窃 

5-拦路抢劫 

6-暴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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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篇 

 

 法度：因侵犯真主的权益而制定的刑法。 

 

 法度的分类： 

 

 在伊斯兰中法度分为六种： 

通奸、诽谤、饮酒、盗窃、拦路抢劫、暴虐者①，

这每一种罪行都有特定的刑法。 

 

 规定法度的哲理： 

清高的真主命令他的仆民崇拜他、顺从他，做他所

命令的，远离他所禁止的。制定法度是为了维护仆民的

权益。为遵纪守法者许诺了天堂，为违法乱纪者预备了

火狱。如果人们能自我约束，远离罪恶，那么真主为他

打开忏悔、求恕饶之门。 

但是，人性一旦固执地违抗真主，那他一定会遭到

真主的恼怒。违反真主的法度还有：侵犯他人的钱财和

利益，这就要对他执行真主的法律，确保民众的安宁。

真主所有的法度都是一种慈悯，是对整个人类的恩惠。 

 人类生活的主体是维护五项重要权益（信仰、

                                                        
①
暴虐者：两伙穆斯林相敌对，经调和后仍坚持敌对的那伙人。 



刑事犯罪与法度 

 - 38 - 

生命、理智、钱财、尊严），施行法度是为维护这五项

重要的权益。执行死刑能保护生命；偷盗法能保护人们

的钱财；执行通奸、诽谤的刑法能保护人们的名誉；饮

酒的刑法能保护理智的清醒；对拦路抢劫者执法能确保

平安、财产、生命和尊严。执行这些刑法能保护整个伊

斯兰。 

 刑法能制止罪恶的发生，对犯法者强行执法能

洗涤他的罪恶，并警告他人远离这些罪行。 

 

 真主的法度： 

它是真主为杜绝违法乱纪而制定的法律（例如：通

奸、偷盗等等）所有的刑法都有法定规定，如：继承法。

这些为了杜绝违抗真主的禁令而制定的刑法都有其限

度（如通奸、诽谤）不允许在执行中有任何增减。 

 

 杀人或伤害人的刑法与真主的法度之间

的区别： 

杀人抵命罪的权利归被害人亲属和被害人如果他

还活着，他们有权要求对凶手执行死刑，或宽恕他。伊

玛目按家属的要求执行刑法。 

至于真主的法度则由法官来执行，案件上递到他那

之后不允许放任。因此，杀人罪可以用罚赎替代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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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需任何代价的宽恕，但真主的法度中却绝对没有宽

恕、说情之说。 

 

 可以对其执行刑罚的人： 

刑法只能对有理智的、成年的、故意的、有记性的、

知道这是犯法、遵循伊斯兰法律的穆斯林或受穆斯林保

护的人执行。 

1.阿里（愿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三种人无法律责任：睡着

者直到醒时为止；儿童到遗精为止；疯子到恢复理智

为止。”① 

2.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真主确已恕饶了我民

众的错误、遗忘及他们所被迫做的。”② 

3.当经文： 

 )]286( ：البقرة آية[ ربنا الَ تؤاخذْنا إِن نِسينا أَو أَخطَأْنا
【我们的主啊！如果我们错了或忘记了，请不要

惩罚我们。】3TP27F

③
P3T下降时，真主说：我确是这样做了。3TP28F

④ 

 为了伊斯兰的某种利益，允许缓刑。如：战争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40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403段 

②
正确的圣训，《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043 段 

③
《黄牛章》第 286节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1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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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照顾罪犯，如太冷、太热或病情允许缓期行刑；或关

系到他人的利益如：怀有身孕、哺乳等等。 

 执法者是穆斯林的伊玛目或其的代理人，要有

部分穆斯林到场，在公共场所执法，不允许在清真寺执

法。 

 可以在麦加执行死刑和真主的刑法，这块禁地

不保护犯罪的人。无论是鞭刑、监禁还是死刑都可以在

禁地或非禁地执行。 

 刑具既不是新鲜树枝，也不是枯枝编织的鞭子。

不脱光受刑者的衣服，不能总打身体的某一处，要分开

打。不打脸、头、阴部和身体的要害，束紧女子的衣服。 

 如果多次侵犯一种真主的法度，比如：多次通

奸或多次偷盗这只归为一次，受一次刑罚。如果种类不

同，比如未婚者通奸、偷盗、饮酒则不一起算，而是从

最轻的刑罚开始，先因饮酒受鞭刑，然后是通奸罪的鞭

刑，再后是剁手。 

 最重的鞭刑是通奸罪，然后是诽谤，再是饮酒。 

 谁向伊玛目自首，但没有说明犯的是什么罪时，

为此人隐瞒其丑行，不追问是圣行。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曾在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身边，来

了一个男人，他说：‘主的使者啊，我确实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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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行刑吧！’使者没有追问他是什么。到礼拜时间，

我和使者一起礼了拜，使者礼过拜后，这个男人又走

向使者说：‘主的使者啊！我确实犯罪了，按真主的

法律向我行刑吧！’主的使者说：‘你不是和我们一

起礼了拜吗？’他说：‘是的。’使者说：‘真主确

已恕饶了你的罪过。”① 

 

 遮掩自己和别人错误的贵重： 

隐匿自己的罪行，向真主诚心忏悔，是嘉行；知道

别人的罪行，不揭发，以致不在民众中宣扬是圣行。 

1-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他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所有的教民都

是善良的，只有公开犯罪者，某人夜间犯罪。真主庇

护他说：‘某人啊，我知道昨夜你这样，这样…’他

渡过这一夜，真主遮掩他的罪行，到了白天，他却见

人张扬其罪。”②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今世为穆民解决困难

者，到后世大难时必得真主的援救；谁在今世使困难

者容易，真主在今、后两世使他容易；谁遮掩穆斯林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2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64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6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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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真主在今后两世遮掩他；谁援助他的兄弟真

主就援助他。”③ 

 

 在真主的法度中说情的断法： 

无论罪犯贵贱、远近都应对其执行法律，如果罪行

报到法官那儿，绝对不允许说情而姑息犯罪分子，或做

手脚而破坏法律，禁止法官接受说情，他必须执行刑罚，

也不允许接受犯罪分子的行贿，而免其罪。 

谁接受了通奸者、偷盗者或饮酒者的贿赂而破坏真

主的法度，他就集两大罪恶于一身：破坏真主的法律、

非法受贿，放弃原则、为非作歹。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传述，曾有一墨赫祖姆的贵

妇，犯了偷盗罪，古莱氏人怕失体面，请受穆圣（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喜爱的的欧萨麦去讲情。穆

圣说：“难道你要对侵犯真主法度的事情说情吗？”

穆圣站起来说：“众人啊！你们之前的人因执法不公

而迷误，他们中的贵族盗窃无罪，而对盗窃的贫民行

刑。指真主发誓：假设穆罕默德的女儿法图麦犯了盗

窃罪，我必断其手。”①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9段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8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8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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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执行死刑者的殡礼的断法： 

因杀人、或违反真主的法度或因罪而被处死的人如

果是穆斯林，给他洗尸体，为他站殡礼，埋于穆斯林公

墓；如果是叛教者则不洗、不给他站殡礼，不允许埋在

穆斯林公墓。只能像对待非穆斯林一样挖个坑埋葬即

可。 

 只有对犯罪分子施行真主的法律，才可以杜绝

犯罪，保障社会安宁。至于收取罚金或监禁罪犯等等的

人为惩罚只是一种不公平，错误，只会增加罪恶。 



刑事犯罪与法度 

 - 44 - 

1-通奸罪 

 

 通奸：男子在对其非法的女子的阴户里所作的

卑贱的事。 

 通奸罪的断法： 

通奸是非法的，是举伴真主，杀害无辜之后最大的

罪。通奸在丑恶、卑鄙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与有夫

之妇、直系女性、邻居的妻子通奸是最严重的种类。 

 

 通奸的危害： 

通奸属最恶劣的行径之一，它与世界礼法，保护血

统纯净、贞操,维护合法权益相抵触。通奸集所有罪恶

为一体，它打开邪恶的大门，引发种种身、心疾病，导

致贫穷。人们都远离、排斥淫乱之人，他们的脸上标示

着邪恶。 

对通奸者的制裁非常严厉，在今世的刑罚是：对已

婚者石击直到死亡；对于未婚通奸者鞭刑并流放一年。

如果没有忏悔，后世的刑罚更为严厉，那时而把所有通

奸的男女赤裸裸的放在火狱燃烧的烈火上烧烤。 

清高的真主说： 

رإِلَهاً آخ اللَّه عونَ معدالَ ي ينالَّذالَ وإِالَّ  و اللَّه مري حالَت فْسلُونَ النقْتي
قالَ بِالْحونَ ونزأَثَاماً ي لْقي كلْ ذَلفْعن يمو الع لَه فاعضيةاميالق موي ذَاب  يهف لُدخي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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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عملَ عمالً صالحاً فَأُولَئك يبدلُ اللَّه سيئَاتهِم حسنات وآمن إِالَّ من تاب  مهاناً
 )]70-68( ：آية لفرقانا[ وكَانَ اللَّه غَفُوراً رحيماً

【他们只祈祷真主，不祈祷别的神灵，他们不违

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由于偿命；他们也不通奸，

谁犯此类罪恶，谁遭惩罚。复活日要受加倍的刑罚，

并受辱地永居火狱。只有悔过，而且信道并行善功者，

真主将购销其罪行，而接受其善功。真主是至赦至慈

的。】3TP33F

① 

 

 已婚者：曾因合法的婚姻行过房事的男女，他

俩是自由的、负法律责任的人，离婚者一概并论，因为

他已享受过合法的婚姻，未婚者与之有别。 

 

 防御奸淫的方法： 

伊斯兰以法定的婚姻这条最理性的途径来解决人

类的这种天性的需求，以此保护血统的纯净。禁止任何

可能导致这一非法行径的动机，因此命令了黑佳卜（女

子从头到脚遮盖整个身体）；降低视线，禁止女子用力

跺脚；艳服出游；显示装饰；男女单独私会；非直系亲

属的男女握手；同时禁止女子在没有男性直系亲属陪同

的情况下单独出远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预防奸淫这种

                                                        
①
《准则章》第68-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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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事的发生。 
 

 肢体的奸淫：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人类的天性中就有奸淫，

他绝对知道这一切。眼睛的奸淫就是看非法的东西；

耳朵的奸淫就是听非法的东西（如音乐、谎言）；舌

头的奸淫就是说污秽的话；手的奸淫就是滥用职权；

脚的奸淫就是涉足非法的事物；心怀私欲。他的生殖

器可以证明或否认之。① 

 

 奸淫的刑罚： 

1-已婚通奸者的刑罚：无论男女，穆斯林还是非穆

斯林用石头打死。 

2-未婚通奸者的刑罚：男女各打一百皮鞭，流放一

年；奴隶无论男女各打五十鞭，不流放， 

3-没有丈夫也没有主人的女子，在没有混淆也没有

被迫的情况下奸淫怀孕，对她执行刑法；如果她是被迫

的，则对男的施行刑法，因为她是被迫的，这个男人要

给她聘礼。 
 

 对奸淫施行刑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4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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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性的阳具整个插入了活着的女性的阴户中。 

2-绝对不存在混淆的嫌疑。谁如果把某女误认为是

自己妻子，和她行了房事，就不能对他执行刑罚。 

3-确定通奸的事实： 

①承认：众所周知的有理智的人自我承认一次；一

致认为理智欠缺者自我承认四次；无论哪种都必须直言

承认性交的事实，这个承认一直持续到执行刑法。（即

不可中断） 

②作证：四个正直的穆斯林男子发誓证实通奸这一

事实。 

 奸淫罪的刑法针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因为他

是因奸淫这一行为而受刑的。所以非穆斯林也应受刑。

就如同非穆斯林杀人要抵命，偷盗应断其手一样。 

 如果已婚男子与未婚女子通奸各服其罚，石击

或鞭刑并流放。 

 如果自由男子与女奴或自由女子与男奴通奸，

他们各服其罚。 

 通奸罪中石击犯无论男女都不给他挖坑，但要

把女犯的衣服系紧，以至不暴露羞体。 

 因奸淫而怀孕的，或自我承认奸淫罪的女犯由

伊玛目先行石击法，然后再是民众；如果刑法是因四个

证人证实的，则由作证人开始，再是伊玛目，最后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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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如果不知道非法行为所应承担的严重刑罚，不

能成为免罪的理由；如果不知行为的非法性，则可以成

为理由。所以，谁知道奸淫的非法性，但不知它的刑罚

不能成为理由，必对他执行刑罚。 

 如果已婚男子犯了奸淫罪，他的妻子对于他还

是合法；同样已婚女子犯了奸淫罪，她对于其丈夫也是

合法的，但他俩犯了严重的错误，应该虔诚的忏悔，祈

求真主的宽恕。 

1-清高的真主说： 

 )]32( ：آية إلسراءا[ وساَء سبِيالً تقْربوا الزنى إِنه كَانَ فَاحشةً والَ

【你们不要接近奸淫，因为奸淫确是下流的事，

这行径真恶劣。】3TP35F

① 

2-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

述，他说：“我问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在真主看来哪种罪最大？他说‘他创造了你，

你却举伴他。’我说：‘这确是大罪，那在它之后呢？’ 

他说：‘然后是害怕平穷杀害自己的孩子。’我

说：‘那之后呢？’他说：‘再后就是奸淫邻居的妻

子。’3TP36F

② 

                                                        
①
《夜行章》第 32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1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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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淫直系近亲的断法： 

谁奸淫了自己的直系近亲（比如他的姊妹、女儿、

父亲的妻子等），并且知道这是非法的，应判死刑。 

白拉武(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我碰见我的叔

叔，他手里拿着旗帜，我说‘您去哪儿？’他说：‘有

一男子奸淫了他父亲的妻子，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派我去杀了他，并没收他的财产。”③ 

 

 男子之间的同性恋 

把男人当作女人从其肛门处于其进行性交。这是对

人性与天性最大的伤害，它的刑罚要比奸淫更为严厉。

它是人性中少有的，会导致种种身心疾病。真主凌辱做

这种事的人，以黏土石射击他们，复活日，他们在烈火

中。 

清高的真主说： 

دأَح نا مقَكُم بِهبا سةَ مشونَ الفَاحأْتأَت همقَولُوطاً إِذْ قَالَ لو نيالَمالع نم
وما كَانَ جواب قَومه إِنكُم لَتأْتونَ الرجالَ شهوةً من دون النساِء بلْ أَنتم قَوم مسرِفُونَ

وأَهلَه إِالَّ امرأَته كَانت  فَأَجنَيناهإِالَّ أَن قَالُوا أَخرِجوهم من قَريتكُم إِنهم أُناس يتطَهرونَ
 ألعرافا[ املُجرِمنيوأَمطَرنا علَيهِم مطَراً فَانظُر كَيف كَانَ عاقبةُ نمن الغابِرِي

 )]٨٤-٨٠( ：آية

                                                        
③
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362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33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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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已派遣鲁特，当他对他的民众说：‘你们

怎么做那种丑事呢？在你们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人做

过这种事的。你们一定要舍妇女而以男人满足你们的

性欲，你们确是过分的民众。’他的民众唯一的答复

是：“你们把他们逐出城外，因为他们确是纯洁的民

众！”我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没有拯救他的女人，

她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我曾降大雨去伤害他们，

你看看犯罪者的结局是怎样的。】① 

 

 同性恋的断法： 

同性恋是非法的，它的刑罚是：无论已婚的还是未

婚的全部处以死刑，处死的方式有伊玛目定，用剑处死

或石击或其他的方法。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你们发现谁同性通奸，处死施动者

与被动者。”② 

 

 女同性恋：妇女之间进行性交，它是非法的，

要严惩。 

 

 手淫或类似的都是非法的，斋戒能预防其发生。 

                                                        
①
《高处章》第 80-84节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 4462段，《提勒密日圣训集》第 14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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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说： 

إِالَّ علَى أَزواجِهِم أَو ما ملَكَت أَيمانهم فَإِنهم والَّذين هم لفُروجِهِم حافظُونَ
نيلُومم رىغَيغتنِ ابونَ فَمادالع مه كلَئفَأُو كاَء ذَلر٧-٥( ：آية املؤمنون[ و[( 

【他们是保持贞操的，除非对他们的妻子或女奴，

因为他们的心不是受谴责的。此外，谁再有所求，谁

就是超越法度的。】 3TP40F

③ 

2-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年青人

啊，你们中谁有能力结婚就结婚吧，他确能防止犯罪，

保护贞节；谁没有能力，就封斋，它确能预防犯罪。”3TP41F

④ 

 

 谁奸淫了牲畜，伊玛目酌情判断，把牲畜宰掉。 

                                                        
③
《信士章》第 5-7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6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40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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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诽谤他人名誉罪 

 

 诽谤：指用通奸或同性恋或否认他人血统，这

应受惩罚。 

 

 制定诽谤罪的哲理： 

伊斯兰提倡保护尊严不受污辱，命令禁止侵犯清白

人的尊严。禁止无凭据的伤害他人名誉。这么作就是为

了维护尊严，保护它不受污辱。 

有些人敢做真主禁止的，诽谤他人，居心叵测的想

玷污穆斯林的尊严。当他的念头出自不可靠人的隐秘的

事时，诽谤者被责成找四个男子证实他的所言。如果做

不到，就对他执行诽谤法八十鞭。 

  

 诽谤罪的断法： 

诽谤是非法的，属于大罪之一，真主确以为诽谤者

在今后两世都准备了严厉的刑罚。 

1-清高的真主说： 

 والَّذين يرمونَ املُحصنات ثُم لَم يأْتوا بِأَربعة شهداَء فَاجلدوهم ثَمانِني جلْدةً
 )]4: (آية النور[ وأُولَئك هم الفَاسقُونَ تقْبلُوا لَهم شهادةً أَبداً والَ

【凡诽谤贞洁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

证者，你们应当把每个人打十大鞭，并且永远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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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们的证词，这等人是罪人。】① 

2-清高的真主说： 

ولَهم عذَاب  واآلخرة ذين يرمونَ املُحصنات الغافالت املُؤمنات لُعنوا في الدنياإِنَّ الَّ
يمظ23:(آية النور[ ع[( 

【的确那些诽谤贞节天真的信女的人，在今世和

后世，必遭诅咒，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P43F

② 

３-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要远离七件丑事。”

圣门弟子们问：“主的使者啊，是哪些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举伴

真主、巫术、无故杀害真主所禁止伤害的人、吃利息、

侵吞孤儿的财产，在与敌人作战的日子里逃跑，诽谤

贞洁的女信士 。” P44F

③ 

 

 诽谤罪的法度：自由人打八十鞭；奴隶打四十

鞭。 

 

 诽谤的言词： 

１-诽谤用的词语有：喂，通奸的；喂，同性恋；

喂，奸夫…… 

                                                        
①
《光明章》第 4节 

②
《光明章》第 23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6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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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暗示的语言：如喂，下流的人；破鞋等等。

如果他用这些词意为奸淫，就要受到鞭刑；如果没有这

个意思，不受鞭刑，但要受到酌情的惩罚。 

 

 执行诽谤罪的法度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1. 诽谤人是承担宗教责任的人，自愿说的，不是

被诽谤人的父亲。 

2. 被诽谤人是承担宗教责任的、自由的、守礼仪

廉耻的、有性能力的穆斯林。 

3. 被诽谤人要求执行鞭刑。 

4. 用可以导致鞭刑的言语诽谤他，并不能肯定这

个诽谤。 

当诽谤者承认自己中伤他人，或两个公正的男子指

证他诽谤他人，鞭刑即成立。 

如果被诽谤的人自我承认奸行，或有证据证明他通

奸，或丈夫说妻子有奸行，并相互诅咒时，鞭刑不成立。 

诽谤一旦被确定，就要执行鞭刑，不再接受诽谤者

的证词，除非他诚心忏悔。判他为堕落之人，直至他忏

悔。如果用不是意为通奸按或同性恋的词故意中伤他

人，就是非法的，不对他执行诽谤者应受的鞭刑，法官

酌情惩罚他。 

以不意为通奸的事情中伤诽谤他人如：用不信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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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伪信、饮酒、盗窃或欺骗等等中伤他人。诽谤者可以

以向真主忏悔、后悔、决心不再犯，证明自己所言是虚

假的来达到忏悔。 

3.饮酒罪 

酒：概指所有一切可以遮盖理智的饮品。 

所有大量饮用之后才使人醉得饮品，饮一点也属于

非法。阿依莎（求主喜悦她）说：“有人问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关蜂蜜饮品的事儿，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所有可以使人

醉的饮品都是非法的’。”① 

 

禁酒的哲理： 

酒是万恶之源。禁止以任何形式从事与酒有关的事

项。无论是饮酒或是买卖酒，还是酿酒，或是任何导致

饮酒的服务。酒可以使饮者失去理智，做一些伤害身体、

灵魂、钱财、子女、尊严、名誉、个人和社会的举动。

就会增加血压，导致饮酒者及其子女痴呆、瘫痪、犯罪。 

醉酒是一种快乐、忘形，隐藏有辨别能力的理智，

喝醉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为此，伊斯兰禁酒，

为杜绝饮酒制定了相应的刑罚。 

1.至高无上的真主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58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01段 



刑事犯罪与法度 

 - 56 - 

يرا اخلَمموا إِن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سراملَيو اباَألنصلِ  ومع نم سرِج الماَألزو
بغضاَء والْ إِنما يرِيد الشيطَانُ أَن يوقع بينكُم العداوةَالشيطَان فَاجتنِبوه لَعلَّكُم تفْلحونَ

املائدة [ وعنِ الصالة فَهلْ أَنتم منتهونَ  ويصدكُم عن ذكْرِ اللَّه والْميِسرِ في اخلَمرِ
 ])-٩٠91: (آية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崇拜偶像、求签

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

们成功。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相互仇恨，并

且阻止你们纪念真主，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饮酒和赌

博)吗?】P46F

①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确曾说过：“当奸夫通奸时，

他不是信士；当他饮酒时不是信士；当他偷窃时，不

是信士；当他抢掠物品，人们都看时他不是信士。”P47F

② 

 

两种情况可以确定饮酒的刑罚： 

1. 饮酒者确定他喝了酒。 

2. 两名公证的男子指证他饮酒。 

 

饮酒者应受的惩罚： 

1. 如果穆斯林自愿饮酒，知道喝酒会醉人，那他

                                                        
①
《筵席章》第 90-91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7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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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四十鞭，当伊玛目看到人们沉湎于饮酒时，可以打

八十大鞭以示惩戒。 

2. 第一次饮酒打四十鞭。第二、三次饮酒受鞭刑。

当他第四次饮酒伊玛目可以监禁他，或处死他。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信士们，杜绝作恶。 

3. 谁在今世饮酒，没有为此忏悔，就算进了天堂

也喝不到酒。沉溺与饮酒的人进步了天堂。饮酒而醉的

人，四十天的拜功不被接受。如果死了，就进火狱。如

果忏悔，真主就宽恕他，谁多次饮酒，复活日，真主将

用火狱居民的饮料给他喝。 

伊玛目可以酌情打碎酒器，烧毁存酒的地方，以示

警戒。 

毒品的断法： 

毒品是一种没有解药的病毒，导致各种疾病，造成

种种疾病。伊斯兰禁止使用毒品，走私毒品，推销毒品，

贩卖毒品。谁从事毒品活动，伊玛目可以为了公众的利

益切断邪恶、为非作歹的后路，保护生命、财产、尊严

和理智处死他，或鞭刑他或监禁或罚款。 

由于毒品的极度伤害，致命的伤害，部分学者作出

下列判决： 

1. 走私毒品者，他的惩罚是处死。因为它的危害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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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贩卖毒品或制作毒品，或赠送毒品者，

将受到严厉的刑罚：监禁或鞭刑或罚款，或伊玛目酌情

同一人受这三种惩罚。如果再犯，用可以杜绝他这种邪

恶的方法惩罚他。哪怕用的是死刑，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是在大地上作恶的行径。 

 

使身体虚弱的东西： 

如烟、水烟、卡特等长期使用会导致身体虚弱，失

去知觉的麻醉品 

它不到醉人的程度，不会使人失去理智。这些是被

禁止的，由于它对身体的健康、钱财、理智的伤害，不

允许使用它。 

使用这些东西的惩罚有法官酌情量刑。 

 

偷盗罪 

偷盗指：以一种悄悄地、隐藏的发式从特殊的地方

拿取一定数额的伊斯兰承认的他人财产，没有混淆的嫌

疑。 

 

盗窃的断法：非法的。 

伊斯兰命令保护钱财，禁止侵占他人财物，所以禁

止盗窃、侵占、掠夺、挪用他人钱财。因为这些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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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的手段侵蚀人们的钱财。 

 

制定盗窃罪刑的哲理： 

真主用必须砍断小偷的手来保护人的财产。因为不

忠实的处于生病的肢体的位置，为确保身体的健康，必

须割断它。斩断小偷的手对于其他想偷被人钱的人是一

种教训。是对小偷本人的消罪，稳定社会，确保穆斯林

民族的财产。 

 

盗窃者因受的惩罚： 

1- 清高的真主说： 

ارِقالسا ومهيدوا أَيارِقَةُ فَاقْطَعالسو اللَّه نكَاالً ما نبا كَساًء بِمزج  زِيزع اللَّهو
 يمكحهظُلْم دعب نم ابن تفَم يمحر غَفُور إِنَّ اللَّه هلَيع وبتي فَإِنَّ اللَّه لَحأَصو 

 ])-٣٩38: (املائدة آية[

【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断他们的手，以报他俩

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谁在不义之后悔过自新，真主必赦宥他。真主确是至

赦的，确是至慈的。】P48F

① 

2-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真主诅咒盗窃的人，

                                                        
①
《筵席章》第 38-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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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鸡蛋被砍掉手，偷绳索被砍掉手。”① 

 

当下列条件具备就必须盗窃的刑法： 

1- 小偷是成年的、有理智的人，自愿偷窃，无论

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 

2- 被盗窃的物品是受尊敬的（合法的）所以偷乐

器或酒等就不能砍掉小偷的手，因为这些不是合法的财

物。 

3- 被偷物品其价值是一块金币的四分之一，低于

这个价值不能断手。 

4- 悄悄地偷拿这些财物。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

断手。如：抢、掠夺等等，只给予惩罚。 

5- 从保险财务的地方偷窃之。 

保险财物的地方指：存放财物的地方，因习惯、风

俗的不同存放财物的地方也有区别。有的存在家里、银

行、店里、羊圈里等等。 

6．小偷不存在任何嫌疑，子女不因偷父母或长辈

的钱财而被剁手；父母也不因偷子女或小辈的钱财而剁

手；夫妻双方也不因偷对方的钱财而被剁手。 

7.失主要求小偷还钱。 

8.以下两种其一种确定盗窃成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9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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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偷自我承认盗窃罪两次。 

2.两个公正男子指证小偷盗窃。 

 

 剁手的刑罚： 

1.小偷身负两种权益。特殊的权益：如被窃财物还

存在，或类似，或物品损坏后其价值还存在；公共的利

益：如果条件具备就剁掉小偷的手，如果不具备就以别

的方法惩罚他。 

2.剁手从手腕剁。剁完后把手腕放在烧滚得油中止

血，或有其他止血的药物。小偷应归还被盗物，或替代

品。禁止在案件报与法官后，替小偷说情。 

3.小偷如果再一次盗窃，从脚中间剁其脚，如果再

犯，就监禁，并惩罚他直道忏悔，不再剁其手脚。 

 扒手也要剁手。指专门割破被人衣袋或其他物

品，悄悄地偷取其中的财物。如果达到一定数额也要剁

手。因为他从保险财物的地方盗窃。 

 

 盗窃的数额： 

从四分之一的金币开始算（四分之一的金币以上）

或与其价值相等的货物。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盗窃四分之一的金币以上就要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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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① 

 如果小偷自我承认偷了东西，而在他那没有发

现脏物，在这时，法官应该叫他收回坦白。如果小偷坚

持，并收回他的承认。就可以剁手。若小偷承认盗窃，

然后收回他的话，就不能剁手，因为真主的刑罚可以因

嫌疑而避免。 

 谁从国库盗窃，就要受到惩罚。罚款与被盗物

相似的物品，不剁手。盗窃战利品也是一样的。② 

 拒绝还借物的人也要剁手，因为这也属于盗窃。 

1. 阿伊莎（愿主喜悦她）说：“曾有一个迈赫朱米

耶德女子向别人借了东西，然后否认它，先知命令剁掉

她的手…。” 

 小偷完美的忏悔之一，如果窃物已毁坏，保证

把其价值还给其主人。如果他是富裕的人，就把原物还

给其主人。如果是贫穷的人，就等其有钱后再还。如果

窃物完好无缺，就把它还给其主人。这是忏悔是否正确

的一个条件。 

 任何一个因盗窃或通奸或饮酒而受惩罚的人，

在法官确定案件前忏悔了就不对其执行法律。在真主遮

掩他的罪行之后，不一定要揭露他的隐私。但他要归还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8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84段 

②
战利品分两类：第一种是通过厮杀流血而得到的战利品；第二种是不经过厮杀

而得到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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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窃取的财物。 

 

五．拦路抢劫 

 拦路抢劫者指那些在沙漠或居民区用武器抢劫

的人们，公开的强行抢夺他人钱财，这种人被称为敌对

者。 

 谁抽出武器恐吓路人，自己有武器借助其他的

犯罪集团，如杀人集团、盗窃集团，袭击住宅或银行。

或拐卖妇女淫乱，诱拐儿童等等，这些人都属拦路抢劫

者。 

 拦路抢劫的断法： 

这是大罪中的大罪。为此，它的惩罚是最残酷、最

严厉的。 

 

 拦路抢劫者应受的惩罚： 

1- 如果杀了人，抢了财物，就应定在树桩上处死。 

2- 如果杀了人，没有强财物，就被处死，不定在

树桩上。 

3- 如果，抢了财物，没有杀人，剁断他们每个人

的右手和左脚。 

4- 如果没有杀人，也没有抢劫，只是恐吓过路人。

他的惩罚就是驱逐出境。为了杜绝这类犯罪，根除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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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伊玛目可以酌情量刑。 

1) 清高的真主说：“敌对真主和使者，而且扰乱地

方的人，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锭死在树桩上，

或把手脚交叉的割去；或驱逐出境。这是他们在今世所

受的凌辱；他们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唯在你们能

惩罚他们之前就已悔罪的人，你们须知真主对于他们是

至赦的，是至慈的。① 

2)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有一伙奥克里人

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儿加入伊斯兰，

由于生病讨厌麦地那，主的使者命令他们去喝别人施

舍的骆驼奶和尿。他们照做了就恢复了健康。在这之

后又叛教了，杀死了牧驼人，赶走了骆驼。主的使者

派人追随他们的足迹，抓住他们交给了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使者命令剁断了他们的手脚，

挖了他们的眼睛，然后也没有为他们止血，直到他们

全部死去。② 

 

 对拦路抢劫者执行刑罚应具备的条件： 

1- 拦路抢劫者—也称敌对者—是应承担宗教责任

的、穆斯林或受伊斯兰国家保护犹太人或基督教徒。不

                                                        
①
《筵席章》第٣٣-34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0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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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男女。 

2- 被劫货物是合法的受保护的钱财。 

3- 从保存钱财的地方拿取，无论数量、价值多少。 

4- 拦路抢劫者自我招认或两个公正男子指证他抢

劫。 

5- 不存在任何疑点。 

 拦路抢劫者在被抓之前忏悔，真主规定的惩罚

是驱逐出境，剁去手脚定在树桩上。死刑因他的忏悔而

免除。剩下的是偿还人的权益，杀人偿命；伤害肢体地

追及偿还财物。除非他获得宽恕。如果他在忏悔前就被

抓了，就必须对其执行刑罚。 

 谁用认为最简单的方式防卫生命或家人、财物、

牲畜时只能用杀死对方才能拯救这一切，他可以这么

做，不需负任何责任，也无需偿还。如果他被杀，属于

圣战者。 

 伪信士（尼法戈）：表面信仰伊斯兰教，实质上

却是不信主的人。 

 伪信的断法： 

他是敌对真主和使者的人，这种伪信士用口攻击伊

斯兰教比拦路抢劫者用手用枪敌对真主和使者更恶劣。

拦路抢劫是对财产和身体的伤害，尼法戈是对心灵和信

仰的伤害。这种人如果在被抓之前忏悔，其忏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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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受到保护。至于在被抓之后，则无须其忏悔，而应

处以死刑。 

 

穆斯林中的暴虐者应受的惩罚 

 暴虐者指：一伙有权势、武力的人，以合适的

理由脱离当权的伊玛目。他们想废除或反对他，破坏穆

斯林大众对其的顺从。 

任何团体决绝他应付的义务，或与穆斯林伊玛目有

所分歧，或决绝服从他，这些人都属不义的暴虐者，穆

斯林中的暴虐者不属于卡费尔。（即不是昧主者） 

 

 与暴虐者交往的方式： 

 

1. 暴虐者一旦脱离当权的伊玛目，伊玛目应当与

他们联系，问他们指责他的原因。如果有原因，伊玛目

应解决；如果他们称另有嫌疑之事，伊玛目应该解释说

明；如果他们返回真理，就算了，如果没有，伊玛目应

劝告他们，用讨伐来恐吓他们。如果他们坚持不改，伊

玛目可以围剿他们。穆斯林大众应该协助伊玛目直到摆

脱他们的伤害，平息他们的叛乱。 

2. 如果伊玛目要围剿暴虐者，不能使用有大面积

杀伤力的武器。如：炮类。不允许伤害他们的子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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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伤员及不与伊玛目抗战的人。他们中的暴虐者被关

押到战乱平息。不允许把他们的财产当作战利品，俘虏

他们的子女。 

3. 当战争结束，暴乱平息，暴虐者在战争毁坏的

财物不予偿还。被杀的人不给扶血金，战争毁坏的一切

不受补偿。 

 如果两伙人是为了宗教或权力而相互厮杀。他

们都是不义的人，要为受伤的一方负责。 

1. 清高的真主说： 

وإِن طَائفَتان من املُؤمنِني اقْتتلُوا فَأَصلحوا بينهما فَإِن بغت إِحداهما علَى 
ى فَقَاترلِاُألخدا بِالْعمهنيوا بحلفَأَص فَإِن فَاَءت رِ اللَّهيَء إِلَى أَمفى تتي حغبي تلُوا الَت 

نياملُقِْسط بحي أَقِْسطُوا إِنَّ اللَّه٩: (آية احلجرات[ و[( 
【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和。如果

这伙压迫另一伙，你们应讨伐压破方，直到他们归顺

真主的命令。如果他们归顺，你们应当秉公调停，主

持公道；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P54F

① 

奥勒费杰（愿主喜悦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当你们共同听从一个伊

玛目时来了一想制造纠纷破坏团结的人，你们就杀了

他’。” P55F

②
P  

 
                                                        
①
《寝室章》第 9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52段 



刑事犯罪与法度 

 - 68 - 

 脱离穆斯林大众的伊玛目得断法： 

1. 拥戴任命的伊玛目是宗教责任中最重要之一，

哪怕他是专政不义的，在没有公开叛教，或没有足够证

据证明之前，禁止违背他，脱离他的政权。无论他的领

导权是穆斯林大众一致认同的，还是前人伊玛目与之缔

约的，或是当权大臣一致拥戴的，或是他强行命令众人

顺从他，称他伊玛目的，在没有公开叛教，或没有足够

的证据证明其叛教的情况下，不能因他的堕落而废除

他。 

2. 脱离当政伊玛目的人，不是拦路抢劫的人或暴

虐者被称为海娃利及（叛教者）那些认为犯罪者就是卡

费尔（昧主，不信主者）。他们把穆斯林的生命和财产

合法化。这些是迷误作恶的人允许讨伐他们。这三种人

不顺从伊玛目，一旦死了，就像蒙昧时代的人的死法一

样。 

 

 穆斯林的伊玛目应具备以下几点： 

1. 穆斯林的伊玛目应该是男子而不是女子，拥戴

女子为长官的民族绝不可能成功。伊玛目有责任保护穆

斯林的国土，捍卫宗教信仰，实施真主的法律。执行其

法度，防设边防要塞，收取天课，秉公执法，讨伐敌人，

号召人们归信真主，宣传伊斯兰。 

2. 伊玛目必须向他的人民进忠言，不勉强他们。

在其他的情况下同情他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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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曾说：“任何一名仆人，真主让他统治人民，他

死时欺骗人民，真主禁止他们进入天堂。”① 

 

 穆斯林民族在不违背真主的前提下必须顺

从伊玛目： 

1. 清高的真主说： 

يوا اللَّهيعوا أَط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ولَوسوا الريعأَط فَإِن و نكُمرِ مي اَألملأُو
إِلَى اللَّه وهدٍء فَريي شف متعازنت ونمؤت مولِ إِن كُنتسالرونَ بِاللَّه و كرِ ذَلمِ اآلخوالْي

ريخ أْوِيالًوت نس٥٩: (النساء آية[ أَح([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顺从真主，应当服从使

者和你们中的主事者。如果你们为一件事儿争执，你

们使那件事归于真主及他的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

信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裨益更多的，是更

好的。】P57F

② 

2.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穆斯林无论是他喜

爱的，还是憎恶的，都必须顺从伊玛目，除非，他被

命令做坏事。如果被命令左坏事。就不用听从伊玛

目。”P58F

③ 

 

 谁因犯罪向被执行真主法度的人的忏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5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42段 

②
《妇女章》第 59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0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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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忏悔是在被抓之后，这种悔罪不能抵消惩

罚。 

如果罪犯是在被抓之前就忏悔了，他的忏悔被接

受，不对其执行真主的法度。这是养育众世界的主对忏

悔的犯罪者的恩慈。 

1. 清高的真主说： 

يسعونَ في اَألرضِ فَساداً أَن يقَتلُوا و رسولَهو نما جزاُء الَّذين يحارِبونَ اللَّهإِ
أَو ييهِمدأَي قَطَّعت وا أَولَّبص ونم ملُهجأَر ا منفَوي أَو الفي خف يزخ ملَه كضِ ذَلاَألر ن

الَّ الَّذين تابوا من قَبلِ أَن تقْدروا علَيهِم فَاعلَموا إِ لَهم في اآلخرة عذَاب عظيمو الدنيا
يمحر غَفُور ٣٤33(: ائدة آيةامل[ أَنَّ اللَّه-([ 

【敌对真主和使者，而且扰乱地方的人，他们的

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定死债十字架上，或把手脚交

互的割去，或驱逐出境。这是他们在今世所受的凌辱；

他们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唯在你们能惩罚他们之

前已经悔罪的人，你们须知真主对于他们是至赦的，

是至慈的。】 P59F

① 

2. 清高的真主说： 

ااوهدعب نوا مابت ثُم ئَاتيلُوا السمع ينلَّذ ا وهدعب نم كبوا إِنَّ رنلَآم فُورغ
يمح١٥٣(: آية األعراف[ ر([ 

【作恶后能悔改，而且信道者，你的主在他们悔

罪之后，对于他们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P60F

② 
 

                                                        
①
《筵席章》第 33-34节 

②
《高处章》第 15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