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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轉學牽用站且有"曾在宣 4華民族文化、

提高穆斯林民義的全民文化素盾，址穆斯林JfJ非穆

斯林了解和私故真正的伊斯差， j是4伊斯星的真面

呵，宅既未涉足教副主之吟，更不涉足政治。

此有的收款如穆斯林平表同站所有，先 J牛根括

以下為小~件也收次行:

1.此者緣于穆斯林學牽用站。

2. 盼了封面之外，不允件及ek.有的內容。

~~書«<苟 fi 何椅也、建執或教正，哺寄 4主 ..1 "'f'

f書籍 r

tEmaiC: 1fua:H.ωnaeg皆mai£com



--I"~-'.棚"精辱 l

tJ -l

G一

財富........••• ••• ••• • .. 411.. .".7

軍官-:清墳、自廁問李 L申····································9

A一如風肘的字L哲.............. 411............................. l1li..... ..................9

B一洗小淨的方式﹒.. ...…...........II....... ..10

C一抹“混法"的方法........................••• ·13

D一打土淨的方法............ ·14

第二:札摔倒，宜...0.0...000... .•. 0" .......•.•...••...••. '..15

公先知念卉拜洞和浦悽《古三說》的方式...••••••••••• ·15

B一扎拜的方式.................. ·18

C一札拜中的劫作..... 25

D一拜后的所做...... ••• •• 00..... ....•.... .00............26

E一副功拜和夜伺拜......... ···................·28

第2: 車麻回 f昆JJJI .ii:) •.• ••• ••• •••••• ••• ••• ••• •••••• ••• 31

14'JDl: 研申宮間乳申..... 33

-'3£:自偕揖...... ••• '" ••• 00. .....•..•..0... ..0...... ...•.•35

第咐:耕肅的乳:et. •• ••• ••• ••• ••• ••• ••• ••• ••• ••• ••• ••• ••• ······36

第令:結敵人何障時間穿L拜~~••••••••• ••• ••• ••• ••• ••• ···38



--10ft罕默穗棚圳 ~J @一

軍官.i~:~郭逝者及書盾，宜的純種....................... •••• ··40

t他方死者站的旗札.....III.. III...... .•• .42

B一埋葬亡者的方式及其相美事宜的赴理......... -44

C一在故國及吊嘻亡人家厲的札哲..... ··45

車丸: f}亡海軍目，但會............ ••• ···47

A一他出天燥的方式............ 110 . III. ...47

B一他交汗青捐的方法.................. ••• ••• •••••• -48

c-他施舍的方式..... II....... ..49

軍官+: 帝神t .............,................"........ ....·51

A一敕菱丹的青戒.............. 51

r青戒及可行之事.................. ···..··52

C一他的副功焉............ ···54

D一他坐靜的方式................. ·56

萬抖-.-..，: T也蚵取每.;軾的:;:?-~ ...........閻

公他副朝的方式....................... •.•••••••••• .IIl A •.••• ..58

B一他的朝觀.................. iloilo.... ••..•••.••••.•...••.•••• ...59

-+.=.:先知的融體和捨嬰JL..，i!L1:":;是自問哼~'t ••• "·72

A一敵牲............•••••• ..• III.. ......110.. ............72

B一宰牲帝的敵牲............III III. . llI...................... iloilo.. ..74



-4穆罕，峙，閑時剝叫 (})一

C一蛤嬰)L述七日....... ., ······..·..·....···75

_+.it: T也在暴器，人探究續時的札常.............•••••• ..··76

萬r+四:他問曙個錢讀..... .. . . .. ••• ........吟

誦的....it:既食的札故..... . .. .. ..-......................."..... -83

A一吃飯肘的扎伙...... .. .• .....電..... ·83

B一喝水的扎伙.... oil..... Ill................ ••• ...87

讀書+穴:他的賀帶鐘韓............. ••• ···90

A-x-'.1"和平奈約的赴理及將特位竹的札常...........••• ••• ···92

B一他滑各囝君主宣教，向他if] i)iRi的吏者及伶道有信"'94

C一他滑的信士的方式...•••••. ..• . .• ..•••••••••••••••••••• ··95

第+令:他甜束遷的記意......... .•• •••••• •••••• ••••••••• "'96

公早晚的祈禱.............•.... ... .•• ... ..•.••.••••••• '96

B一遊出家口的祈持﹒..•.. ..••.••.. ••• ••.•••••••••••• ···100

C一遊出清真寺的折持......... ... .••••• ••. .•• ••••••••• •"101

D一看見新月肘的祈持.... ... ...... ..... r 、.. .. .•••••. •.• ············102

?打嘖嘖和哈欠肘的祈持尚﹒.........•••....•.•• ·········102

F一看到賤疾人吋的祈持﹒.......... .....‘........................"'104

G一昕到5戶叫及公鴻打峙的祈抖﹒.................••••••• "105

H一怒『越來越大的人J1立法做自(r '1t:情............ ..•. ·····105



一斗。"喝咖圳吋 @一

讀書+八:研副外貿E札甜甜的研特.................... ······106

2害+丸: TJl'B1 12 月 1撐的1Jf胃tJUr局......"... II.......... -107

幣.:::.+: «會益挂》的緝螃... _.. .... ••• ••• ••• .... ••• .... ••• •*-1的

第.::.+丹:祂間環拼.............................. eo....... III.. .111

第三+.::. :他的睡眠、清醒和激!1' ·····················114

第三+Z: 他的成聲及""1'-A.:E!i: ••• ••••••••• ••• •••••• "'118

第.:::.+曲:用疇，價;y忘帶穹酌~~························121

.'::'+3t: 聽話、況，鬼、錯甸和黑名.........•••••• ••••• ·124

第.::.+穴:他的益和哥哥JI!....••• ••• ••• ••• ••• ••• ••• ••• ••• '··127

暫且+宅.:當地和我喜n¥亭較賜予新的趕路鼠解除別

人間強度時，就會J輛車霆l'f齡2畏罪砲甜...••••••••• ···128

第三+八:他治撐起智、悅趣的哼，按......••••••••••• '129

第三+丸:他的競仟.........••••••••••••••••••••••••••••• '132

第.=t+:治捕、用智、掃建病人............••• •••••••• '137

公他用草藹治病.....•• ••• ...... ••• ••••.• .... .... .... .“...... ..... ·138

B一用天后的對方治斤(<<古主控》和折褚) •••••• ••• ·"141

C一有筒草的結合治好法...••• ..‘......... '142



-4穆罕錢也闊"“l

。一可骨宮

~弘 J三

本峰是車進t6~島益之~

一切贊頌全蚵寞，主，祈求真主恩賜他的使者及其家

厲及余差£1弟子平安。

真主賜予說們的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伊斯笠，她是

人笑天性所向往皈依的制度一一中庸之道，是包里P方物

的完美的制度，是科學和道德的制度，是造合于不同吋

代勾區域的制度，是簡單易行的、仁慈的制度，是解決

所有何趣的制度。

尤其是在對今遠小肘代，我們迫切地需要向全世界

陶明送小制度的特征和忱越，向人美展示伊斯主真冀的

形象。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一生

是河伊斯竺信仰的躬身安踐。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的品行包括了伊斯立的所有的特性，使她成方一

小易道易行的宗教，遠是因均她包里F了人美的物E賞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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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道德、品行、安踐及小人信仰。

遠本i=5精迫于伊耳目伊本蓋依慕的《蚵途的干根»)

是余多有失先知生活品行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以便我

們效仿先知(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道道主行。@

求真主賜義的所做的一切皆是虔減方他而傲，并接

受迫份工作，賜福述本有一一(阿敏)

作者:艾哈默德﹒本﹒歐斯曼﹒艾勒菱基德博士

dralmazyad@gmail.com

@編者注:在迫本有中，我只特述《圭\II阱，不注明倩迷人. (布睛里圭vII集》和

《穆斯林ifovll集》合帆的《丟到i悶，則用 KcJ~表示。 4布哈且是到1/集》用Irt)} 表示。

《穆斯林至illl黨》用 [r~ 衰示. {艾布達吾體主\It!集》用[.Ill ;實示. {棋勒曹草》用

E中3 表示. (奈tp伊墨圳集》用 KuJJ 表示。《本/耳杰系1I11黨》用[.A.+lJ表示. (艾

啥迺德主\Ill集》用 Kc-~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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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ft~章 ， ~A肉 ltJ札會

CD一

月..."，.fI!t街嗯".." :

1一道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要避豆生肉

肘，就祈禱:

何p.勾心J'ω-HSNJ! 持.1u

“主啊!求您保佑我活萬一切邪惡。" [<3]

出來自才的祈禱:

i!O(第

“主啊!求您僥恕我。" [斗.中.~]

2一大多數情況下他蹲著小便。

3一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有吋用水淨下:

有肘用石法;有吋兩者皆用之。

4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左手掙下。

5一用水掙下后，就用手掌拍告一下地面除污。

6一如果是在旅墟中如闊，他(廳主賜福他，并使

他平安〉先避卉同伴再方便。

7一他(腔、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以小丘方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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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有吋候，也金用椰專樹，或澆地的樹木遮措。

8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找土J9t松軟的

地方小便。

9- 對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蹲著如廁肘，

在貼近地面肘才撩起衣服。

10一小便肘，若是有人給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出色笠，他并不回答。

aJ-，鴿II、"筒哼.Jit. :

1一大部分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合均每番拜洗小小掙:有肘候也合以一小小掙扎几番

拜。

2一有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鈞

。. 6 公斤或 o. 4 公斤的水統一小小淨;有時候，也金

比遠多一品。

3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是洗小淨最令

省的人之一。他曾警戒穆斯林洗小冷吋不要浪費水。

4一有吋候，他(思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洗小

掙吋每令部位只洗一遍:有吋候，洗兩遍或三遍，有時

候，某些部位說兩遍，其它部位洗三遍，他洗小淨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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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迂三遍。

5- 有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一

捧水一吹性漱口哈鼻:有肘候，用兩捧或三捧水洗之。

6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右手地鼻，

左手清理之。

7-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洗小冷肘，必定

金漱口時鼻。

8-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抹全失。有肘候，

攻手順著前額的友根抹至后脂根，然后，再挑后胞根掠

至前額投根。

9-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抹額投吋，也抹

~巾。

10-1也〈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抹失肘，抹兩

耳的內外耳給。

11一如果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沒有穿“混

法"或抹子，就洗攻關。@

12-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按順序，不問

@揖法z 超注腳躁的皮制韓、轍。其中也包括各神不遠跌色，起注肺蟬的厚

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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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地洗小淨。( IiP:i在錢不斷地洗完整小小淨，中何不停

下做任何勻小淨充美的事。)

13-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以看泰斯密卉

始洗小淨。

14一洗半之后念:

;這c. t斗斗:"~f 半勾心為~"i o品'J ~ILJI ~! 'J (:，f 為泣!

乙MA沾沾1 臼品的乙J*l 1~1 臼~訕訕l ‘U抖'..)J

“我作征:除狙一元偶的真主之外，絕元真正座受

崇拜的神支:我又作 i正:穆罕默德碼是他的仆人和使者。

主啊!求您賜我成方仟悔者之一，清泊之人。" [u]

通nMUa滋~，心!向心!~6t訕L~冉的訕訕滸

“贊您超絕方物，主啊!贊頌您。我作証:除您之

外，絕元真正庄受崇拜的神吏。求您僥恕我，我向您仟

悔。"

15一洗小冷肘，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狀未

說道:我本意方清浩大小便而洗小淨，或我本意均了札

拜而洗小淨。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本人此未

述么做述，余圭fl弟于(愿主專悅之)亦是如此。

16一洗小掙肘，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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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乎不超述兩肘，洗腳不起迂獅驟。

17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33價擦干囡

小冷而洗謹的部位。

18一有財候，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合用

手指持胡須，但并不常做。

19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搜洗手指縫，

但也不是一直追祥傲。

20一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常注人均他

混水洗小淨，而是自己洗。偶永金閃故而吐人均他〈愿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澆水。

但事，琨槍，的=*"錯 z

1-掘正碼的伶述:先知〈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曾在居家和旅行吋抹混法。〈即洗小淨吋不再洗攻胸，

而是抹靴或抹〉。居家者抹混法的有效吋!可是一小聲夜

(24 小吋〉。旅行者是三小主要夜 (72 小吋〉。

2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抹混法的表自i (即

鄉背)，他也抹抹子:抹失巾吋附帶抹額度。他(愿主

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為准自己，如果造吋穿的是混

法，就抹之。如果光著腳，就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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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fT.:i:荐的:y幫會 z

1-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扎拜的地方打

土淨，三位治所赴之地是沙地，運是並喊。他(應主賜樞

他，并使他平安〉混: "x才于每一位信士而言道札拜的

時間到宋肘，他的所赴之地，就是他扎拜，清浩(打土

淨〉之地。 "K~]

2-他(愿主賜福飽，并使他平安)不曾在路程還逅

的旅途中撓帶打土淨用的士，也不曾如此命令泣。

3一沒有正碗的伶迷氾載址:他〈慮、主賜福他，并使

他平安)均每番拜打一小土淨。也不曾如此命令泣。他

(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曾限制土淨，而是使它

赴于水淨的位置上，什么吋候杯了小淨，什么吋候再重

新打一小。

4一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手拍古土一坎，

用來抹股及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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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z..:私為鉛字~

月-~如脅，p揖甸和鞠鴨《會揖揖》筒:t'J!t :

1一道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起身札拜吋

念:“..;.61 .&1真主至;大。"在此之前，他(應主賜福他，

并使他平安〉不曾念道其它什么，也絕不曾用育活來表

述牟意。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手指并挽仲壺，

掌心向外，抬至勻耳并行，或抬至1又肩。然后，把右手

放置在左手背上。

3一有財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念的

汗拜碎向是:

，~;;.s'J ~，涼山海局隘的心~品lJ ~:峰時沾.1"

~~1 乙~ ~ ~1 '~~\J ~1J .，.l冉的自主~~占1 沾.!J)

也~~1 臼已勾~t;l ~.注1!AI這已此J\J

“主啊!求您使我通高罪惡，如同您逗寓京西方之

間的距高;主啊!求您像清涂白色衣服上的污垢一祥，

寬恕我的罪惡。主啊!求您用冰坡、水、雪清除我的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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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J]

有肘候也舍念z

ωUJ \也叫一句a i.，;J'.}II，J戶1必.11 :凶叫“站峙泊

~U心~弘A J-Jdh-J Ja.;;,JLa b!4MA泣1

~一Jt~' ul:，心〉旭先，心

“我把我的R金特向那小創造渚天地的主，我不是多

神教徒。我的札拜、我的輛牲，我的生，我的死，的硝

都是方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他絕充伙伴，我只遵奉述

-1'命令，我是首先11闖區的人。" [r-]

4一卉拜向之后念

餌~JtI Ul峙;主31 臼的 j~t

“求真主保佑我返萬被驅逐的悲魔的彷害。"

5-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兩赴停頓:一

赴是在念

..HSl ~t

真主至大和福瑋《古主詮》之肉。至于第二赴則有所

分歧:有待遠是在念完《卉端章》之后停頓。另一伶述

令人均是在鞠躬之前。

6- 念完《卉端章》之后，浦潰其它章咕。有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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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章令長，而旅途中或其它特殊情況下就念得短，大

部分時候，則念得還中。

8一晨札吋浦念釣六十至一百窄的《古主銓》文。他

(思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晨扎吋i為念迂《嘎弗

章》、«~司人章》、《黯黯章》。也曾在兩拜中念迂《地

震章»，他在旅途中念垃《曙光章》和《世人章》。也曾

在第一拜中念垃《信士章»，對念到穆伊和哈佮的故事

肘，卉始咳嗽，就停下來，不鍵縷念，然后鞠躬。

9一主麻目的晨札中，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曾念泣« IlD失章》和《世人章》。

1。一吶札肘，有吋候金念得長一些。哺扎肘，則視

其吋間長短而定:如果哺扎吋間長，就念得是日向扎的一

半，如果吋間短，就相庄地念得短些。

11一昏札肘，他念迂« u./ 岳章》、《天使章》。

12一至于宵扎，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則

念述《元花果章»，他命令迫句:日(應主喜悅之)念《太

陌章》、《至尊章》和《黑夜章》等等，曾責各他在宵札

吋念《黃牛章》。

13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司慣是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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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主教詮文，有吋候，合在兩拜中念完一章。有肘候，則

舍念一輩的汗始。但是，沒有待述氾裁迫他〈廳主賜福

他，并使他平安〉扎拜肘曾A人 4葷的末甘或中 1可汗始浦

潰。

至于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副功拜中

念述兩章經文，但兩拜念完一章，也是很少的。除了主

麻日和商管日拜肘，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

曾在拜功中念固定的祭文。

14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有-‘小月之

久在農札拜鞠躬之后長吋|洶地做祈禱(古奴台)，然后

放弄了，遠是針滑某事件而做的，當事情解袂了，就中

斷送科祈禱。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只在重大

事件吋才做古奴台，也不寺在農扎吋祈禱。

q閥，搏的=*"~:

1一每番拜，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第一

拜要都要比第_....-6拜吋伺長。

2-~告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念完《古竺銓》

文后，停頓大約喘口『的吋[句，再抬芋，念J:1S\ ~l (真

主至大)，鞠躬，攻手抓握攻膝，背伸直，~既不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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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下蠢，而是和背部保持平畫。

3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鞠躬吋念

Mhl1)JJ泌hh

“贊頌幸免棉大的主。 " [r]。

有吋候，也念z

C.J:珈山JI ，~戶均已;J訕訕心

“主啊!贊頌您超絕，我們的主啊!贊美厲于您:

主啊!求您僥恕我。" [J]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

安〉也曾念述:

C."J1I.j扭β耐心J Lpas過 tda

“被贊頌的主，是站的主，余天使和哲伯利勒的

主。" [J lJ

4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鞠躬的肘向大釣

先念十過“贊頌真主超絕"所用的吋肉， np:失亦是如此。

有肘候，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鞠躬和叩失

勻站立的財肉相等。但遠也只是他(廳主賜福他，并使

他平安)學拙札夜間拜肘才金迷么做。所以悅，大部分

肘候，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扎的拜功是這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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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思主蜴福他，并使他平安)JA鞠躬中拾首肘

念:

o~~~'~一
“真主昕到贊頌他的人的贊頌了。" [~]，然后抬

手，站直腰杆。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JA叩失

中抬首亦是如此。他說:

功:.s1:' e~jl， ，)叫~J心I~凶 U~ωish3U

“過一令人鞠躬、叩失后不站直脊背，其拜功不完

美。" It勾心. U.~] ~告狀鞠躬中他站直后念:

斗~'im ~.J斗aJ'~，J ~J

“我們的主啊!所有的贊頌都屑于您。"也件金念:

j4J, &t ~J t+bl

“主啊!我們的主，一切贊美屑于您。"

6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遠肘的祈禱如鞠

躬的肘何可4祥t是:

尚品i t;. -~J ‘屯的世I ;.~，刊1品~I 均已泌的~j 持.tu

i!U l且~J ‘~I JiL.~許!件..ll:' ，.~I ~f ‘為 PdtJ乎已~L._~:'

~'~~tl~~諒自心Ahl-JJA UJ 峙Li:. J 尚缺一 u 崢

“主啊!我們的主，方贊厲于-f每一一途贊美充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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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天地，宇宙之間，充盈著除此之外，您所創造的一切。

您值得贊頌勻崇信，這小仆人所言皆7-]事裳，我們都是

您的仆人。沒有准能制止阻磚您恩賜的，而您襯寺的，

也沒有堆能鉛予:所有的枚威之士都充濟于事，一切杖

力只出自于您。 " [("1J

7一然后念J:'S i ~l (其主至大)，俯身叩 !k(途JL不抬

手) ，攻膝比宇先看地，接若是靜、失，再是鼻子。他(廳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叩 ~a才額失、鼻子著地，不叩

在某巾上。大部吋候，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叩在地上，也曾叩在水和淤泥之中。他(愿主賜福他，

并使他平安)曾在椰專樹枝編紋的席子和硝制泣的皮子

上叩失。

8-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叩失肘，思量把

額3長和鼻子貼在地上，攻手穹曲著妒撐在身体兩側，都

能看見他的服白。

9一先知(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叩失吋，攻手

放置勻攻肩或其文耳芥。攻腳的腳趾尖朝向扎拜的方向，

手指并挽伸宜，十指不分汗，也不握拳。

10- JlP~人，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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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珈山11 ，恥的舟山1 訕滸

“贊您超重色方物，主啊!我們的主，一切贊美層于您，

主啊!求您寬恕我。 " [J]

c."j11.; 弘必l' 弘MAt卓a

“被贊美的主，奎清的主，余天使和哲伯利勒的主。"

KrlJ。

11-然后念~i AlI(其主至大)同吋拾~起身，此吋不抬

手，然后坐在左牌上，右腳豎立起，攻手和兩肘平放在

大腿上，十指放在膝蓋赴，拇指勻中指相造成一小圈，

伸出食指，Jjz晃劫Jil祈禱:

~'JJ1'.J 叫品t:' ，~Ji+''.J叫也I.; 叫 ~I~'

“主啊!求您僥恕我，慈憫我，若|領我，完善我，

使我安康，恩賜我，升高我的品綴。"[斗.中...:l1] •

12-i主肘伺勾叩失的吋向棺等。

13一然后腳掌席地，依靠大腿的力量起身。站直后

念《卉端章》和其它章可了。此赴不再像第一拜那祥在念

完汗拜河后停頓一下。像札第一拜那祥札第二拜，倘有

四赴不同 t

a一不再在~I..&I (真主至大)和頌瑋《古主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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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停頓。

b-沒有卉拜呵。

c一沒有入拜的J再1.&1 (其主至大〉。

d一第一拜比第二拜札得吋伺杖，有吋長到再昕不到

起拜的胸步頁。

14-對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坐著念第一

小做証河肘，兩手各自放在左右大腿上，伸出食指。他

(愿主蜴福他，并使他平安〉并不直宜的伸出食指，而

是稍微穹曲鼠，不停地晃功，兩眼看著食指，做祈持。

15-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且是在此赴念

做証旬，并教授成差1'1弟于(愿真主喜悅他們)念:

品1 弘均凶11~1 竭峰山1 心心Ja1，.J ~，~(. ~ ~詩卻

心l t.11 JJ1U 以恥!快μ1~' 崢~:，心峰山1 心;即

4J":"Jj o半 1斗斗:. D' 崙句

“一切贊美、札拜和美好只屑于真主，先知啊，求

其主賜您平安，慈憫您，賜您吉祥。求主也賜我們和真

主的廉仆的平安、康宇。我作i正:除安拉之外，絕充真

正座受崇拜的:我又作証:穆竿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

者~"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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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念得被方較快，好

像是站在燒熱的石~上札拜一般。然后念J:'S1~' (真主

至大)，或腳成地，借著大腿的力量起身，再改捨攻手，

然后只念《汗端章》。也i午有肘候合在后兩拜中念《卉

端章》及其它簡短的章唱。

16一對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念末坐洞肘，

跪著坐，臀部著地，腳]A另一赴伸出 o

即左腳放在右大腿下，右腳立起，也件有時候金平

展右腳。右手放在右大腿上，握起三根手指，伸出食指。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拜功中如此祈

持

~，祖， ~ ~ j~':，必3\ ~'$. ~ ~ j;:',Jl ;.各11t

,L11 ω-K ANJ! 泊.1lt ，~凶tJ t;，a..&J 1 個.~為 j~l:' 'J訕Jt

p草一Jt.j

“主啊!我硝哀求您保佑我免遭攻某的刑罰，輪子

菱西啥的迷惑，生死的考糙。主啊!求您保佑我通高罪

惑和弓損。 " [t]

然后朝右肩出色主:“求主賜你們平安，慈惘你們。"

再向在肩出“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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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札拜者遮

指其札拜的位置，哪怕是用一枝箭或棍子也行。他(應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附地的旅行中把粽搶過作

遮指物插在本L拜的前方。他也曾朝著駱駝札拜。

18一如果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面又才看堵

壁札拜，就站得不逸，勾堵之間留一奈能移定的路。并

命令札拜吋要靠近越拉物。

C-*L轉中的et'f信 z

卜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曾在拜中在

肺、右盼。

2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曾閉著眼睛

札拜。

3一對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起身札拜肘，

低垂著失。道他想延長拜功，去日昕到小孩子的哭戶時，

就含辛L得筒短，把心神孩子的母奈造成影吶。

4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札主命拜

肘，把外割、女果為菱敢在肩失，鞠躬叩美的吋候就把她

放下。

5一有肘候，他(愿主賜褔他，并使他平安)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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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功中，哈桑或侯賽因就騎在他的背上，他〈愿主賜福

他，并使他平安〉就合延長叩玄的吋肉，不想把哈桑或

侯賽因放下來。

6一曾有吋候，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正

在本L拜，阿依莎(愿、真主喜悅她〉末了，他(應主賜福

他，并使他平安)就走近去方她(愿、真主暮倪她)卉汀，

然后再回到原赴接著札拜。

7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拜功中，用

手勢回答別人河他的伺候。

8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拜中因哭

泣而硬咽，因故而清嗓予。

9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赤足扎拜，

也曾穿鞋札拜。方了勻我太教徒有所區別，他(慮、主賜

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我們穿鞋札拜。

10一有吋候，他(慮、宇: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穿一

件衣服札拜，也曾穿兩件或更多的衣服札拜。

([)-揖盾間1IJf田t:

l一對他〈思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山完色主之

后，向其主仟悔三次.JJ\且已J (我求主僥智、)，然后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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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均'，J抖抖的包車沁沁血跡J 抖訕訕!持，bl

“主啊!您是完美元缺的主，平安、完美來自于f盔，

您真吉炭，尊p.高貴的主。"

他〈廳主蜴福他，并使他平安)茵河朝向只坐念述

段祈禱向遠么長的吋惘，然后迅速地特向跟拜的人群，

看看左右。

2一道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札完農札后，

坐在原赴直至太間升起。

3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每番主命

拜之后念z

~~:的斗11 U',J ~I )J ,A.J ~~ u;勾心 ll!~! u

斗ll1j 位這 'l,J i:::&斗 t-J GL UJ 心~， ~~U 持訕仙11訕1\

句叫 d曲!泓恥，j l白均-心心訕訕1 向 U耐:j U，吶必仙句 u曲! 0泓:，t U，句3 迂泓戶 u句J抄 {ω4 磁誌》訕i晶I~斗

:泌，舟勾乙ω凶M山訕1心徊 ω.卒午‘必心h訕IIJ曲!~叫!U 必...:J叫31 ~凶凶溢心3t 勾她3 ‘d品訕訕114均均弘且訕1

ω涂到t.~

“充能方力，只能托靠真主，除真主外，絕x真正

座受崇拜的，我們只崇拜他，恩洋只知他掌管，一切美

好的贊頌也只屑于他。除其主之外，總充真正座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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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怕是不信道者憎惡的，我們也只虔減忠貞地崇拜

他。"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鼓勵穆斯林的

在每番主命拜后念品1 (，)6..抖(贊主超絕 33 遍)， As ~I(方

贊屑于真主 33 遍)，后i.&1 (真主至大 33 遍)，

~~:的~t1:，訕訕勾心進;.t. U o:b.:' ~， \3)~} 'I

JlI~t叫

“除其主之外，總充真正自受崇拜的神吏，他1虫--"-'"

充偶，所有的根利和贊美都厲于他，他是方能的主"一

遍，拉共 100 遍。

£-:劃莓，縛，圖書是周轉

卜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家札圭行拜

和副功拜，尤其是昏扎的差衍。

2- 居家肘，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每日

!墜持在家札十拜圭行:吶札前后的各兩拜，昏札后的兩

拜，宵扎后的兩拜，農札前的兩拜。

3一所有的副功拜中，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

安〉持之以恆A人未伺斯迂的副功拜是農扎的兩拜查行。

他]A未放奔逛商拜和奇數拜(威特勒)。以未有作述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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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z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旅行中扎迂除此之

外的其它圭行拜。

4一農扎的差行拜之后，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向右側甜。

5一有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含在

吶扎的主命拜之前先札問拜是行。如果他(應主賜福他，

并使他平安)沒有札日內札后的兩拜至行，就合在哺扎后

扑上。

6一大多數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站

著札拜，有肘金坐著扎。有吋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

他平安)坐著尚念《古竺銓》迋剩F一庶的吋候就站起末，

然后鞠躬。

7一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夜伺札八拜，

每兩拜出色竺，然后一吹性主L五拜奇安全拜(威特勒)，

在第五拜肘末坐念作旺i司出拜。或一吹性札九拜，只在

第入拜吋中坐，然后站起來札第九拜，再未坐念做怔河，

也“色立"結束拜功。此后再坐著札兩拜。

8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夜初、子

夜或黎明前半Ltt奇數拜，并說:“你們要用奇數拜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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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夜間拜。"

9一有肘候，他(庸、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合在

奇數拜之后坐著扎爾拜。有H才有失金坐眷念《古三三詮»，

對他想鞠躬了，就站起身鞠躬。

10一對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瞌睡了，或

不舒服，就只在白天札十二拜至行。

11一曾有一夜，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反

隻浦韓同一段經文直至晨扎。

1. 2一本L夜伺拜肘，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有吋默念詮文;有吋高青念。有吋扎得吋{局長，有吋字L

守黨豆。

13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奇數拜中念

《至尊牽》、《不信道的人if]章》、《忠城章》。出拜后，

念云遍」阿拉11 -.!!WI 06.抖(贊頌圭治的掌管一切的真主超

絕;方物)， K句.，，)..:1]第二遍肘，拖長高音高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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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r 臺廳 til (畫翩.J..)

l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很重視主麻日，

并以特殊的方式迎接送一一天:在述自洗大淨，穿最好的

服飾。指定傾昕演掛;是必須的(瓦宣布) ，命令穆斯林

多多的祝福先知(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2- 逼人們都到芥了，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

安〉才遊入清真寺，先給政人出色主再登土胡:台，面財

政人再出一小色笠，然后坐下。學倆力卉始念宣札祠，

然后，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站起來汗始演啡。

宣札甸和演游之陶不留空間。在沒有游台之前，他(應

主賜捕他，并使他平安)演說+吋就靠著弓或棍子。

3-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站著演啡，之

后稍坐一下，然后按著併第二小。

4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余人靠近

他靜昕演畔。又說:“對一小人滑其同伴況:“別混活。"

就等于說了充聊的活， i:住說了充聊的活就等于沒有主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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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他(愿主賜福他，并做他至v安)演游肘，攻目

赤紅，戶音高昂控鏘有力，怒究沖沖，就好似軍臥的警

官II怖。

6一他(愿主賜福他 ， Jr-使他平安)演滸吋說:品-:' \...ai

(意;句:然后，之后) ，演辟的吋間短，札拜肘間長。

7- 演游中，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教授

余圭1'1弟子(祈求真主喜恨他{fJ)伊斯主知淚和教法。

每接受到真主的命令就作站給他們。

8一他(慮、主蜴福他，并使他平安)合因需要或回

答疑何而中斷演啡，然后接者啡。有肘，他(愿主賜福

他，并使他平安)全因故走下游台，然后，再返悶。他

〈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全根鋸過肘情況的需要命

令成主1'1弟子(祈求真主喜悅他們)。如果有努人或需

要幫助的人，就鼓勵他們多多施舍。

9一演游中提到真主肘，就伸出食指表示。如果對

吋有干旱，就在演排中祈悶。

1。一扎完主痲之后，再造家卡L兩拜主麻的主行。他

(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命令中L泣主麻的人再扎

四拜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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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 t1l16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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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非清真寺赴扎

兩哲日拜，身著最好的服怖。

2一出!可札卉青甘拜之前，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先吃几顆奇數的椰蕙:宰牲令則什么都不吃，而

是拜后回家吃他宰的牲。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推退扎卉崙拜，提前札宰牲拜。

3一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步行去札拜，拿

著手杖，到本L拜的場所之后，把它插在前方，沖著它扎

拜。

4一到迷之后，不念宣札i司和成拜禍就汗始札拜，也

不說:聚扎。他(愿主賜桶他，并使他平安〉和公是什

弟子(愿真主喜說他們)到遠札拜的場所之后，不在令

日拜前后札其它拜功。

5一他(愿主賜福他，丹:使他平安)先札拜后演游，

令日拜是兩拜z 念迫入拜大贊湖之后，連縷念七小大贊

河，后I .isl每念兩小大贊i司之后稍微停頓一下。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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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特述t己載道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大贊河

之間只念固定的祈禱河。念完之后，就浦懷《古主經》

的章令，然后念">p1~1 真主至大，鞠躬。第二拜吋迷縷

念五小大贊祠，福潰《古主詮» :止。拜成之后再讀拼做

戒大家，而人們都坐在原赴 c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曾在哲日拜中念).1«嘎弗章》和《月亮章»， «至

尊叢》和《大夫章》。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站在地上傲的演游，沒有登上游台。

6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允許站著演啡，

豈主痲日和管日同方﹒日肘，可以只札廿日拜，不幸L主

麻拜。

7一他(恩、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出口令L哲日拜

和回家肘不走向一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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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蝕出現肘，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慷恐地拖著大衣迅速地奔向清真寺，領著成人字L兩拜，

第一拜高念《卉端章》和一章長的詮文，然后鞠很長肘

間的躬，

然后抬首念:

斗訕訕i~~~ 心戶凶~~， ε…

“安拉昕見贊頌他的人封他的贊頌，我們的莽主

啊!方贊全!但鳳于您 oFP

然后卉始浦念《古竺詮》章咕，之后再長鞠躬。之

后再以鞠躬中抬首，叩t乏失。第三拜也如此。每拜中兩

吹鞠躬，兩吹叩失。之后做精彩的演啡。

2-Bt虫肘，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余

人氾念真主字L拜，祈棒，仟悔，施舍，釋放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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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演游的迫程

中站在演濟合上求雨。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不在聚札日折雨，他坐在清真寺里高捧攻手，向至尊的

安拉祈雨。

2.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祈雨的詩i可是:

;"~-"\叫戶，\:，~一，j~l.J通呼叫3 尚悟 ~I~\

“主啊!求您給您的余仆及牲畜普降甘雨，尸施您

的仁慈，使干枯的土地愛亦吧。" [.:.]

~~:於'-4-'早，.)凶;品\.du ~...;A臼.>﹒烏拉1年心.1 站.11\

“主啊!求7'J我們降下及肘充害的甘露吧。"[.)]

3. 道他看見烏云和風日守， h人他的股上就可以知道，

然后他未固定劫，等天空下起雨的吋候，他就笑逐顏汗。

4.~他看見下雨的肘候，他含混:

心心a訕l

“主啊!求您使它成均有益充害的雨水吧!"凶然

后他揭卉自己的衣服， i上雨淋。豈有人肉他肘，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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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方雨水是清高的真主創造、并迅速降示給其仆人的

慈恩。" ω

5. 對雨水i立多，人們要求晴天，他方他們祈求晴天

肘，他說z “主啊!求您再把兩下到我們的周迫吧!清

不要仿害我們吧!求您把雨水下降到山巔、丘陵、川谷

勻森林中吧!"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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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 A .fl人~碎耐.oft科

1.對故人位赴先知(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和朝向之何，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就吐穆斯

林在其身后列兩排臥，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念入拜的大贊河，全体R&眷念入拜的大贊河，然后集体

鞠躬，再起身。之后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身

后的第一排先叩失，第二排面向散人站著。當第一排人

起身后，第三排人再叩失。之后，他們起身站在第一排

人的位置上，第一排的人退至第三排的位置上， i主祥傲，

是方了i上兩排人都得到第一班札拜的回賜，注第二排人

能早晨者使者叩失。宣告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

第二拜，鞠躬肘，兩排人的所做勻第一拜一祥。宣告他未學

肘，第二排人再叩失，趕上勻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

平安)一起末坐。先知帶著:全体一起出色立，結束拜功。

2. 如果先知對自才沒有赴于朝向的位置，有吋候，

他(愿主賜稿他，并使他平安)金把穆斯林分方商趴:

一臥面寫散人，一臥跟著他扎第一拜，之后，站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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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人的位置上，第三趴人站在他們的位置上跟先知扎第

二拜，之后念色笠，出拜。然后兩臥人再各朴一拜完成

拜功。

3. 有肘候，先知(應主賜惜他，并使他平安)領

其中的一臥先扎一拜，然后站著等他們自己札第二拜，

在先知(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鞠躬前出色主結束

拜功。之后，第二趴站在先知身后，跟他一起扎第二拜，

吉他(應主賜摘他，并使他平安)末坐肘， j主臥人起身

扑扎第一拜，先知(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未坐

中等他們，主吉他們末坐結束吋，帶他們出色竺結束拜功。

4. 有財候，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先領

一臥中L商拜，待他們念包三出拜后，再領第二趴扎兩拜

出色立。

5. 有肘候，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領其

中一臥扎一拜， i主臥人只扎一拜不:kf朴。第二臥跟先知

札第二拜。他們也只扎一拜不朴第二拜。即:先知(應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扎丙拜，兩臥人各扎了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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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長-ft.過t舟 8、品后"ft:動純經

1.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以最完美的方

式赴理人死之后的善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葬扎，遠包

括安排亡人的身后事及善待其家屑。豈有人生病肘，使

者跨望他，提醒他氾住后↑哎，命令他仟悔，留下遺蠣。

方了址清真言成方他在人世中的最后一句活，先知〈愿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在場的人口授他念清真言

仙過)~)U。

2.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是最能接受真

主的裁快，是最贊頌主的人。他伶愛其子伊布拉欣，方

他的死而哭泣，真心接受真主的裁決。嘴里不停地贊頌

他，說:“眼睛流泊，內心忱街，但我們只悅真主喜悅

的活。" KiJ]

3.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戶禁活人打腔、

高高哭喪地衷悼亡人。

4.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赴理是:速

強死者，先其清洗用內布入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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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用白布包里死

者的美及全身，錯他合崗目。

6.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吻i立死者。

7.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清洗死者

三遍或五遍。或浴尸人酌情而行，并命令最后一適用樟

臟洗之。

8. 他(思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方晶爭中個

牲的烈士清洗，只是脫去他們身上的盔甲，址他們穿若

當肘身上所穿的衣服入葬，不方他們站旗扎。

9.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用水和酸

專欄卅粉均受戒者清洗尸体，以其戒衣方其入魔。禁止

他們均受戒者黨香、遮蓋某部。

10. 他(恩、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死者的值

按1人做好入強事宜，用白布鐘之。 F禁在強衣一事上摔

霍。

11.如果虫吋的強衣不能遮蓋尸体的全部，他(慮、

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先遮失部，用草遮撞死者

的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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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曹先看省開鶴札 z

1.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清真寺外方

死者站旗扎，也曾在寺內站姨扎，但不常述祥做。

2. ~死者被送來肘，他舍 l可:“他負債問? "[J]

如果死者不負債冬，先知就金;句他站旗扎。反之則不舍。

而是命令余至f]弟子方他站琪扎。~安拉恩賜他財富

肘，他就卉始方負債的死者站男主扎，替他逐債。并把死

者的財戶分給繼承人。

3. 汗始站蹟扎肘，先念入拜的大贊祠，感贊其主，

祈禱他。他念四小大贊祠，也念泣五次。

4. 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命令我們要減

心的方死者做祈縛，有氾載的祈禱向是

句“I.J ， U:的 U..AJ心.~.J U品勾心344訕訕i

J拾到~~~6A.J啥叫\~~品心協~J~山11 甸甸

已勾銷u:，耐心~u~\伽!~\

“主啊!求您饒恕我們的活人勾逝者，我們的孩子

勻老人，我們的男人勻女人，我們在場的人和不在坊的;

主啊!求您使我們中的活人活在伊斯主之中，亡者死在

信仰之上:主啊!求f忿不要剝夸我們裝得他們的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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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使我們在他死后受到蠱惑，求您不要使我們迷

淚。" [ ....學 -0.QB

Uab43 凶tJ 品已品 \J '惜的，~的\:， ，句:第 1 沾11，

}3必包卸\~品 l凶沾 臥推凶i訓1 臼 4必必主品~J

l海羊泊3 ‘φ1 己扭k伊.(品 i心hυ -咱州-幻υ)J(ω~伊~\心jp.斗 心ωtj 站品u ‘叫ω且血訕i品1 ω~站品v仙1

J自1 圳海 ~j ~， ~1jC. ~ ~~J:' ~l 甸甸 4侍:，)~ (~

“主啊!求您僥恕他，伶惘他，原諒他，寬恕他，

恩賜他的下捕之娃，摘寬其入口，用水、雪和冰水清洗

他，寬恕他的tt緒，我知情洗白衣上的污垢一般。用好

的住宅替換他在今世的住宅，好的家人替代他在今世的

業人。賜他比原來的妻子足要好的妻章，求您恩賜他天

堂，保佑他通寓攻墓不lJ火獄的恁訝。" K(']

6. 札拜肘，他(思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站在

男亡者的失部，女亡者的股郎。

6. 他(思主賜福位，對;使他平安)方孩童站聽扎，

不方自承者和偷窈織干IlrWl'(~ 站撰扎。

7.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方因通奸而

被赴以石晶的朱汗妮女人站吹牛Lo

8. 他(愿主賜福仙， )j::使他平安)曾方埃塞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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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閻王南加希站旗扎。他不均每一+死在外多的人站旗

扎。

9. 如果沒有趕上方亡者站廣扎，就去坡地方其站

兢扎。

~聾，早亡者的~~及其摺提事珊的純.:

1.對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7J亡者站完

旗札，就步行走在尸架之前，送至坎因。騎者走在尸架

后是三是行。如果是步行，就靠近尸架，或前或后，或在

或右，他命令速欽。

2. 盡尸体下葬后，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才坐下。

3. 豈有送葬的臥伍路泣吋，他(愿主賜稿他，并

使他平安〉命令余人站起末。有正鳴的証掘伶述他是坐

著的。

也他(愿主賜福他， Jf:使他平安)不在太戶口末升、

西下、正中午肘下葬亡人。

5. 他(廳、主賜福的，并使他平安)摘墓吋挖壁金，

故坑挖得很深，尸体余部和攻腳赴挖得較寬。

6. 造死者葬下后，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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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其~部撤三捧土。

7. 對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埋葬完亡者

之后，站在其攻~祈禱，祈求真主“保佑亡者能堅定信

仰。"同肘，命令至叮弟子們(祈求真主暮說他們)也

述祥做。[.:I]

8. 他(愿主賜福飽，并使他平安)不曾坐在找美

給死者念《古主銓»，也不曾汁著尸体念清真言。

9. 他(廳主賜福位，并使他平安)不曾根食，并

禁止.~←告之。

c-a吹自.:It'實嚐亡人歌廳間札申

1.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曾高筑、修建

投墓，用泥抹墓，也不曾在墓上修建國屋頂(宮控〉。

他曾派阿里(求主喜悅之)去也汀，命令他摧毀所見的

一切銳像，見到高筑的故墓就伊平它。

2.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禁止用石灰砌墓，

在坡上有所建鈍，在坎上將育。

3.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教想主人墓的人

用石~做棕志。

4.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戶禁在坡上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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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寺，在坡上成好，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 i且

咒那祥傲的人。

5.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戶禁朝向攻墓札

拜。 F禁把他的故墓對做市民場所。

6.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尊重攻墓z 不允

吽侮辱、踐踏墓地，不被坐，不被倚靠，不允i午尊崇之。

7. 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去看望同伴們

的坡，方他們祈禱，求其主恕僥他們。看望坡，墓的人念

下段':;11-詩詞是主行z

~ A1» po心(:，}勾心~IJ的1，j.Al1 臼 ;;'111 ~1 ，.恥抖.:..u

論AJI ~J Ul均，~心~u

“真主賜你們平安，坎圓的信士和穆斯林的。其主

意欲的活，我們特跟上你們。求其主寬恕我們和你們。"

[I"]

8. 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吊暗死者家屑，

他不曾聚成吊自盲，也不在技墓或方其它事情而浦念《古

主經》。

9. 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的正道是:死者

家厲不方悼口言人各飯，而是命令人們給死者家厲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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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1(....都龍，界1!f:T1tL醇香J 曲哭啼間::t'JIt. :

1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文才出天潔的肘肉、

數量，堆座i友交納天澡，堆又可以接受天澡，有著最完

美的合理安排。他美心富人和努人，維妒他們的利益，

所以，他規定]A富人的財戶中抽取修剪人用的，并不使

富人頭扭垃靈。

2-~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知道某人可以

荻得天澡，就給他。如果是不了解的人向他黨要天深肘，

他就舍告訴迷人:富人和有能力謀生者是不能接受天潔

的，然后再給他天諜。

3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首先把天深分街

道地有資格拿天潔的人們，剩余的交逆給他之后再造行

分配。

4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只把收天澡的人

們派往富有的畜牧~、放作物和果殺封IUL去。

5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派坪估肺去汗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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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錯果的椰專欄主，葡萄自主那JL測估有多少果樹預

戶，有多少樹能戶 22 1. 61 公斤，然后方他們碗定天深

的數量。

6一他(應主賜福他， J1:使他平安)不曾狀fb、奴索、

碟子、妒、蔬菜及不按重量汁算也不可以儲存的水果中

抽取天諜。除了葡萄和新群椰蔥，沒有新僻的和干果之

肉的區別。

7一他(應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不曾航財戶中抽

取最好的方天澡，只抽中等品。

8一他(廳主賜稿他，并使他平安)禁止施舍者芙凹

施舍物，允吽富人可以吃他送給旁人的家函。

9一方了穆斯林的利益，有肘候他(愿主賜福他，并

使他平安)借用施舍，有肘候他狀借貸者那里蜍睬。

10一每， ，月有人交錯他(慮、主賜福他， Jf:使他平安)

天深肘，就;句其本斤辯:“主啊!求您賜福他及其路斑。"

[0] 有吋候說:“主啊!祝福他。" [~]

<B-祂( .JJl.l!.II種龍，轉~祂 .*J~野髒謂的命~:

1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規定汗蒂捐是 2.4

公斤的干椰粵、大菱、乳拼或葡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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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札卉崙哲日拜

之前就出遠份天課，并況:“堆在本L拜前交了，那就是

被接受的天課;堆若是在拜后才交的，那只是一科施

舍。" [~]

3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只把汗崙捐交給

努人，并不把它交鈴另外七科可以接受天諜的人的。

c-他總會街哼.~:

l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是余人中最愛施

舍的人，封于安拉恩賜他的，他此不嫌多嫌少。

2一只要有人向他(應主賜稿，他，并使他平安〉乞汁，

充治過吋掘有多少都舍佮遠小人。

針對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施舍捨人家西

肘，比得到東西的人逆高兵。

十三且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遇到需要帶助

的人肘，宇愿自己受苦也全把自己的食品或衣物給他。

5一句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交往的人都金

情不自禁地慷慨大方起采。

6一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合使他的施舍和

(.物多祥化，或札物，或施禽，或領贈，或某某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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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然后把錢和物都送給葉主。有肘候他向人借京西，

逆給他更多的;有肘候他(慮、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接受札物，回贈肘方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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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吾

@一

月4聽到巴井崗髒欖 z

1一他(廳、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只有在素眼看見

新月吋;或有人証明看見新月，才宣布遊入青月吋。如

果沒有看見新月或有iiE人証明吋，就算漏暴力之巴月(伊

民八月)三十夭。

2一虫塞力之巴那月的第三十小夜晚沒有烏云吋，他

(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泣渦=三十天，如果遮天

是闊天，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不封膏，也

不曾如此命令述。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兩小証人的i正

向結束青月。

4一三百卉藹可言日的吋向迂了，有兩令人証明看到了新

月，他〈慮、主賜福之，芳:使其平安)就命令余人卉崙〈囡

均沒有見到新月，所以，人們都迪在封音)，第二天扎

卉藹可雪白拜。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I也是反吋卉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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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退吃封青飯，并鼓勵人們送祥做。

6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先卉崙再扎拜。

如果有新群椰蔥，就以此卉青:如果沒有就以千專卉青:

如果沒有，就!渴}L口水。

7一他(愿、主蜴福之，并使其平安)汗青肘，說:

~~I ,L;J, 61 ~~I 句:J 必扣ill 戶~1.J品已ll~j

“干渴結束了，血管滋潤了，先著安拉的意欲，能

有恩賜。" KOJ]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青月手中做各科

功修，哲←利勒天使勾他一起溫司《古竺銓》。

9一有月里他多多施散、行善、浦 i袁《古立經》、牛 L

拜、贊頌真主、在清真寺坐靜。

10一有些功修，只有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才能做。他(腔、主賜福之， )t:使其平安)注縷封膏，禁

止三是伴(祈求真主喜悅他們)持按封藉，只允待他們(祈

求真主喜悅他們〉青戒到吃封育傲的肘候，必須吃封焉

飯，黎明吋分再封第二天的焉。

俗習軒祖先延真可拌，現 z

1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F禁葡戒者訪t-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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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秒培、爭吵、弩人、滑雪。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命令被 23 的人財雪的人說:“我是封育者。"

2一青月旅行期間，他(愿主賜福他，并使他平安)

曾卉迫齋，也封垃焉，余主1' 1弟子(祈求真主喜悅他們〉

也自己造捧(是封青述是汗宵。)

3一道他們(祈求真主喜位他們)接近散人肘，就命

令他們〈祈求其主暮位他們〉汗藉。

4一他(思主賜插之，并使其平安)不曾先封育者限

制可以汗育的旅行路程。

5一至伴(祈求真主喜悅他們)一汗始旅程吋就卉焉，

而不是要等到高汗家后才弄始算，并告訴我們: j本是先

知(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做

之，并使其平安〉的差行。

6一有肘候，晨扎吋間已至，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因房事而.7G大 J爭，就先洗大淨再封藉。

7一青月中他對著青奈吻迂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一位妻子。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封青吋，用刷牙

棒刷牙，漱口、哈鼻，用水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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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責成囡忘氾而

吃喝的封育者朴禱。

10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允i午病人勾旅

行者在青月卉帝，事后注朴。同拌，孕知及哺乳如，如

果把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卉焉。@

C~他問劉哥，無=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副功育是最完

美的有戒，最能迷到目的，令人接受的，他曾持敏封裔，

以至于人們都說. .“他不卉宵。"他(應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也曾一直汗育，以至于人們又說z “{也不封

窩了。"除了青月，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此

未封漏迂...'.........小月的哥哥。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塞示巴那月封的青比其它任何月份的青都多，他(愿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小丹都封音。

2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1:寸反刻意在主麻

日封育，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封周一和周四

@作者說:姐惆卉育是因~扭心小t車，那她俯在注朴青肘，每天通要快蛤一一

小男λ一幫悵。迪是持迷于伊本﹒歐支部和伊;本﹒阿巴斯。是那菲~j~ 和一生可;l'.

體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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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封每小月的 14 、

15 、 16 三天的青，元始是居家述是旅行都不曾中斷泣，

并鼓勵余人在送些日子封音。

4一每月的新月之跡，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舍封三天的焉。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述祥說沙瓦立

丹(伊仿十月)的六天青:“青月之后封述六天詣，相

對于封一年的藉。" [L:Io1]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特別強惆伊閃一月份的阿男;拉日的育。

6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說:“阿拉法

特日的青戒可以清除去年和今年的罪泣。" [(']他朝觀

時在阿拉法特并沒有封述天的藉。心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本人未整年封詣，

而是說:“雄主整年封育，即沒有封藉，也沒有汗音。 "[0)]

8一有吋候，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本意封

副功藹，隨后又汗焉。他曾 II司家人:“你們有吃的時? "

如果回答:“沒有。"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

Q)il:才非朝觀人民而育，河山封述一天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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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么，我磷己封藉。" [('>]

9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你們堆封

著詣，而被清去吃飯，就說: '我總是封帝的。， 0 " [f']

G地此.的~~:

1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每年的青月的

后十天坐靜，直到去世。但有一次沒有坐靜，也在沙瓦

立丹(伊民十月)注朴了。

2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青丹的失十

天坐靜，然后是青月中甸的十日，再是下旬的后十日。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特意萌定蓮德有三夜，

然后得知，此夜在青月的后十天肘，就堅持在后十天坐

靜直到去世。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忌、是封著青坐靜。

4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人在清真寺里

搭了一小毯房，狙白白﹒人在里面坐靜。

5一道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想坐靜肘，晨

札拜錯束后就造入毯房。

6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坐靜肘，就在

其坐靜赴准各了鋪墊，他才虫白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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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只因解決他人的

需求才回家。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把失伸避阿依莎

的房里，方他梳法。她(慮、其主暮倪她)是詮扣。@

9-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寺里坐靜吋，

有些妻子金來看望他。如果是晚上，主她起身要寓汗肘，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合起未送其出去。

10-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坐靜肘， h人末

句妻室肌狀相素或勻其相夫的任何事。

11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年坐靜十夭。

去世的那一年，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坐了三

十天的靜。

e有制的清真寺句便高-的皇軍在一赴，出家n就是靖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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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但瀚 tt-' 副繭 66 雪嘗試

}l-'地 (II.....績之，界覽器單哥哥J~輛的嚕"Jilt :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作迂回吹副朝。

第一次z 侯但己比耶朝。由于主吋的多神教徒阻措

了他〈庸、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去天房的路，于是他

(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在受阻的地方宰牲、剃

失卉了戒。

第二吹z 逆朴朝。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第二年逆扑了侯但已比耶朝。

第三坎: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遠朝吋傲

的副朝。

第四吹:他(忠、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狀吉永納

采傲的副朝。

2一所有的副朝都是在表加禁地內完成的。

3一除了一次外，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每

年都做副朝。»..不曾在一年內做研吹副朝。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四次副朝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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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青月完成的。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青月中的

一次面IJ朝相對于一吹正朝。" [J }J

(8-'他(.車歸祖先，葬 ~J客串串侮 J 輛軍寬闊哼r~:

1-~朝親被立制后，他(恩、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再上就做了，沒有笙毫耽擱，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一生只朝述一吹正朝，傲的是連輯。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是在吶札拜之后，

本意受戒，卉始朝觀 f文式的，然后念!5y.召向:

'j~'.j過仙'.j斗訕訕心晶晶 ~U 心‘為詩訕1 卻

這且也JA

“五左答您了，主啊 !m答您了，回答您了，您藍色充

同伴，五里答您了，方贊、恩典和杖力都屑于 f缸，您重色充

同伴。" Kr ]

他(反革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高戶地念j主召悶，

主上余差!可弟子〈祈求真主喜悅他們)都昕見，他 (lm、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若真主的命令贊成他們(祈求

其主喜悅他們)高崗念皮召河。他(慮、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一直念的都是述科成召 i句。而余人部有所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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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并沒有表示反肘。

3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址余圭1'1弟子受

戒肘在朝觀的三科伙式中任逛一神。道他們快到菱加

肘，命令沒有帶柚牲的朝觀者把速朝的本意改方副朝。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騎著駱駝朝得觀，

并沒有坐人力的始研或蛇耕。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隨身擒帶者自己的行李。道他(愿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到站菱加肘，再坎果斷地命令投有帶物牲的

人把造朝改方副朝，然后汗戒。帶有明牲的人一直保持

受戒收惑。然后起身下搧堵瓦，在那JL夜宿了一晚，即

伊仿 12 月 4 寺，在那JL扎了晨扎，洗了大淨，白天吋，

A人時朱的最高赴冒商尼也歐德並遁入妻力目。

遊入禁寺后，車接奔向天房，并沒有扎成寺拜。道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商討黑石吋，抗揍了黑

石，沒有方此而勻人捕折。然后， i.e上天房赴于他的左手

位置，汗始特天房。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

曾在天房川和水槽娃，天房的背面和四角赴做祈持。有

氾載的是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也!、〕魚和

黑石之間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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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心1 ~I~已峙J 弘~ ~:»~I C)J ~凶泣1 ~ ~T U;~

[201:吉凶~I]

【畏的的是呵!來迪在wfip當贊賞摩親的串串峙的(.

~~J ，在屆世也會轉斃的串串峙的(~浩)， ;Jt~有~f}J撓的，

克贊成械的的椅。】@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某三閩中步悅索

揍地疾走，袒露右肩臂。每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行至勾黑石平行肘，抬手表示或用手杖(注指某

部穹曲的棍子〉蝕摸之，然后素吻手杖，念~I Ail (真

主至大。〉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用右手m摸迂也門

魚，沒有吻之。抗摸垃也行為后也沒有吻述亭。

特完天房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來到

伊布拉欣的牌印赴，浦念:

[' rO:o~l]~抖主持虫JAJUihh
[1€117 當時，(.T¥有揖欣酌直是地希札拜純。】@

然后在那JL扎了兩拜， (立足赴位于他勻天房之

Q) (黃牛章》第 125 常

.:J (黃牛章》第 201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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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油溪; «卉端章》之后，念了《不信道的人們》和

《忠誠章» ，札完拜之后，再坎走向黑石，拒摸之。

隨后走向賽法，至3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近吋，念了

[,~ ~ :o~'] ~ ~ --!!T.;i..~茍兵JI-，凶主J1已1 ，
11 .6

【軍軍穆勒農~攻稍冕，1§t問嘿嘿。]([)

并混:“我以真主卉始的汗始(奔走于兩山之間)

然后，登上賽法山，直到看見天房，面向天房，念:

~ι;;:-:的凶1 勾心'4J ，~~~ '1 品的~\ '1) ~l 'J

O~.J I.r'~'i' f.~:' 0朵云~:，浴:， ~t ~斗，:， ~， <1} 4J) ~ '.):i~ ，.~

“除真主外，絕充真正座受崇拜的神吏，狙一元偶，

~﹒切杖力勻方贊均屑于他。他是方能的主，除真主外，

絕充真正直受崇拜的神吏，安餓了他的 i若言，援助了他

的仆人，先看他自己的力量消夾了同盟軍。 "K句.0.中..:1]

并在此之間析瓣。

然后下來走向表示法，對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攻腳踏入腹地(兩綠色林志之間)肘，跑述腹地，

登上妾示決山，步行。一卉始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黃牛章》第 159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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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以步行卉始兩山之祠的奔走，對人越來越多吋，

就騎著坐椅完成的。

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到迷菱郎法山肘，

登上山，面向天房，贊頌真主，主人主狙一，勻在塞法山

所做同祥。

道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菱示決結束奔

走肘，命令所有沒有帶蠣牲的人，充治是連朝迪是草親

的都必須汗戒。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因方帶

有緬牲所以沒卉戒。注說:“如果，我事先像現在遠祥

接受命令，我就不金帶敵牲一起來，而把述吹過做副朝

做。" [J]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句剃了光失的人的

祈禱了三坎，方剪短友的人的祈禱了一次。

白紙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避入愛加還I! 日

起直到伊仿 12 月 8 哥飲水日，都住在|日宅，帶領穆斯

林短札拜功。

12 月 8 屯子早晨，他(li\、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帶著余人上了米納山，他們中已卉戒的人的扶住赴再吹

受戒本意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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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迷米納后，在那JL扎了蝸牛L、哺扎、昏字L和霄扎，

i立夜。過第二天太阻升起后，出友到阿拉法特，三是伴〈祈

求真主客說他們)中有人念座召祠，有人念大贊洞，他

(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昕到了，并未否已人任何人

的做法。春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之命在那米

勒搭了小圓頂小帳蓬，另f~米勒(一地名)不屑于阿拉法

特境內，而是它家迪的一令村庄，他(廳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在此赴稍做休息，對太悶汗始偏西吋，命人

均他准各好駱駝，直奔歇勒乃平地，他在駱駝上，友表

了一場館大精彩的演啡。演切;再坎肯定了伊斯主教綱，

否主人了多神崇拜和黨昧肘代的教奈:肯定了各民族一致

禁止的非法事努，度除利息，叮蠣余人善待把女，蠣咐

穆斯林們要謹遵真主的經典。并反伺余人，求其主作証:

他 (1思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硝己特述，完成了使命，

忠告了穆斯林民族。

演滸結束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

比偶里念宣札洞及成拜河，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默戶地短扎了吶拜，道吋是主痲日一按著又念了一

小成拜祠，隨即短扎了哺午L拜。和他(愿主賜桶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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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平安)一一起的注有菱加居民，他(廳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并設有命令他們札全拜功，也沒有禁止他們

并扎。

本L完拜之后，他(應主賜福之， it使其平安)騎著

駱駝到迷慈憫山，正當人們杯疑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是否在封阿拉法特日的藉成肘，愛伊穆娜給他

送上奶，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三且看成人的前

喝了奶。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騎著玲瓏站在

山腳的巨石赴，面朝天房，手握鐘繩， 1于女f1祈禱。

就述祥直到太陌下山，然后他〈廳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命令余人高卉阿拉法特腹地，并說:“我站挂

了述里，整小阿拉法特都是蛙地。" [f']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做祈禱的姿勢就像

是乞食的努人， xX手捧至胸前，他(廳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說:“最好的祈禱是阿拉法特日的祈瓣，我不日

之前的先知們做得最好的祈禱是:

f~~~已.，..，斗斗j\~:'~\勾心為.;;.u~~斗:， ~H3)~} u

~

“除真主外，總充真正皮受崇拜的神吏，他貓一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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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校力勾方贊只厲于他，他是方能的主。 "K~]

對太陌商下，紅霞完全消失，他(愿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址吳居在某﹒本﹒栽德坐在他(廳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身后，神情庄重地高卉阿拉港特，他(愿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黨勒著蛇鐘，以至于駱駝的失

都挨著他的行李了。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

“人們啊，你們要庄重，文才真主的!順鼠不是表現在速度

上。〈意j句:不要迅速地行功，而是穗葷的。)"斗.W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要俄哉菱伊呢〈地

名)出炭，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虫初是]A瞳

百路過入阿拉法特的，走得不恕不慢，對道路寬闊肘就

疾行。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i1l走迫念座召筒，

]A末中斷泣，中途曾下駱駝如廁，洗了一小筒草的小掙

之后，按著行程，并沒有札拜。虫他〈廳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到站穆當代立注后，才3句札拜洗了小小淨，

命人先念宣札祠，然后是成拜呵。扎完昏扎，卸下行李

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又命令念第二小成

拜祠，帶著余人短本L霄扎，述次沒有再念宣札呵。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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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霄札之伺投有扎其它拜功。然后睡賞直到第二天黎

明。那一夜設有札夜間拜，也沒有作任何祈禱。對月亮

落下肘，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允i午体弱的家

屬(祈求真主喜說他們〉在黎明來l描之前出友去米銷，

命令他們(祈求主喜恨他們〉只有在太陌升起之后才可

以打石。晨扎念一小宣札向和成拜呵，在第一吋間完成

農扎。然后前往禁粽娃，告訴人的穆話代立法的每小地

方都屑于駐地。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面朝天

房，卉始祈縛，贊主至大，主人主狙一，氾念真主，直至

天色大亮，在太阻升起前，高卉穆宮室代立法，身后仍然

帶看法堆魯﹒本﹒阿巴斯(愿真主喜說他) ，途中，他

(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伊本阿巴斯(應真主

喜悅他)方他(愿主賜構之，并使其平安〉投打石柱用

的七顆石子，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用手抖著

石子現z “你們對用途祥大小的石子打石。你們對謹防，

教|刁不要被端......。"斗.L;

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到站 4疲愈谷，

〈地名〉肘，快速地經迂此地，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走的是通往大石柱的中道。他(愿主賜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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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念著座召洞到述米鍋，在太阻奸始偏高肘，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赴于淺地的下首，請著

駱駝打得大石柱，過肘，天房在他的左迫，米納赴于他

(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右迫，每打一顆石子都

贊主至大。

之后返回米鍋，當余波表了一番精彩絕佮的演啡，

告訴人的:宰牲帝的神至是不可褻漠的，闡明送日的尊

貴及菱加城的神差性。命令他們噸以以真主的鎧典統治

他們的人，教授他們朝觀的位式，然后前往米納宰牲坊，

奈手宰了六十三蜂駱駝，然后命令阿里(廳、真主喜棍他〉

宰剩余的三十七峰，址他(慮、真主喜說他)把送些宰牲

施散蛤努人，不要給屠夫任何京西。

他(應主賜構之，并使其平安)告訴人的=聲令米

納山都是宰牲地，表力日的山谷既是道路，也是宰牲之地。

宰完牲之后，命剃失師;句他剃失，1>人失的右迫卉始，

然后注艾布﹒帶萊哈(愿真主喜悅他〉方他〈廳主賜福

之，并使其平安〉剃得左迪，并把失2走過給艾布﹒戴勒

哈(廳、真主喜做他〉悅t “把它分蛤余人。"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j句剃~的朝勤人〈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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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主暮悅他們)祈禱了三坎:求真主恕憐他們，方剪

短炭的人祈縛了一次。在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卉第一小戒后，下山去愛加游特天房之前，阿依莎〈廳、

真主喜說她)Jg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黑了香。

楠札之前，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騎著路

蛇前往菱加游特了天房，沒有在兩山之間奔走，在述坎

特天房和辭別天房的游持中沒有再黛步快走。他(廳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只是在初至菱加吋才如此傲的。

游完天房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走到

滲滲泉井旁，人的正在飲水，就打了一桶水道給他，他

(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是站著喝的水，然后返回

米納，在那JL泣夜。余人財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那臼在哪几扎的蝸牛L意見不一。伊本阿巴斯(應真

主喜悅他)說: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米納

扎的:賈比獄和阿依莎(愿真主事做他俯〉說z 他(塵、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菱加扎的。

第二日 (12 月 11 哥)，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一直等到太陌汗始偏西，才步行去打石，以黨挨

著的嘴皮清真寺的小石柱汗始打石，他(躍、主賜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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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打了七顆石子，每打一顆都念: "'>pi ~I (真

主至大〉然后又往前走了一些，面向朝向，高捧攻手祈

禱了很長吋惘，有念《黃牛章》那么長肘悶。

然后到中柱打石，站在靠近山谷的左迫，面朝天房

祈禱，勻第一吹祈禱的肘肉差不多。

然后到第三小石柱，它是大石柱，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走避山谷，面滑石柱，址天房赴于他的在

芋，米納位于其右手，用七顆石子打石柱，打完之后就

直接返回，沒有在此停留做祈禱。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很可能是在札駒札

拜之前打得石，所以，打完石之后就立即返回去札拜，

并允件阿巴斯(廳、真主喜悅他)因其供水的取實而留宿

菱加。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投有急若在兩日內

高7千米鍋， (&P 12 月 11 、 12 闊天〉而是住完晒肉日的

三天。三天后的吶札吋何一到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就高卉米納去穆挂哈布在那扎了駒札、瞞札、昏

扎和霄扎。睡了一賞之后功身去愛加，在黎明破曉前，

做了醉朝， 1主吹游特天房中沒有疾步快走。索非並〈慮、



--I"'~".棚"祠"I

@

真主喜傲她〉因來月徑而設有游特天房。那日 ，:Jg 了安

慰阿依莎(愿真主喜傲她)，址其兄阿布杜﹒勒赫為尼

(愿其主喜做他)陪她(愿真主喜說她)以苔膩恩穆受

戒做了一次副朝。過夜她(愿真主喜說她〉完成副朝后，

使者(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訴人的肩程回菱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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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棍.: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敵牲有羊和駱

駝，也曾替其妻室if]敵牲牛。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居家，朝觀和副朝肘都敵泣牲。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耳慣捨羊的脖子

上系*菌，而不是在羊身上刺小彷口作方掠志。道他(廳、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精牲卉始上路肘，他(愿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自禁合法的事物。

3一如果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獻的牲是駱

駝，就給路駝脖子上系上京西，在耳它峰的右側上提划能

流出血的口子。

4一送出蠣牲肘，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金

命令其使者和他的同伴們都不能吃送小肉，而是把肉分

友出去。

今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址余三是1'1弟子(祈

求真主喜說他們〉每七+人宰一峰駱駝或一失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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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允件延嗨牲的人

如果需要，可以精乘送令牲畜，直到找到騎乘。

7一宰承駱駝肘，先掘綁它的左前腿，址它站著被宰

系，宰牲肘念“泰斯米"和“真主至大"。

8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奈手宰系他爾夫的

牲，有吋候，也件金委托他人。

9一如果宰的是羊，他就把一只腳放在羊的側面，念

“泰斯米"句“真主至大"然后屠宰。

10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允吽穆斯林民

族吃他們宰笨的蠣牲，用它做干糗。

11一有肘，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合分友

個牲的肉，有吋合現:“堆想切肉權就自己切吧。"

12一在表示決赴宰系因窩。朝而獻的牲。建朝吋的姻

牲是在米鍋宰丟失的。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卉戒之后才宰稿

牲。也只是在太開升起，打完石之后才宰牲，他(腰、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來不允i午在太陌升起之前敵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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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每逢宰牲令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都金

宰牲，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兩只合錦羊作

方牠牲。札完哲日拜之后再宰示，述說:“晒肉日的每

一天都可以宰牲" K戶】(即伊閃的十月 11 、 12 、 13)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訴我們:堆在

可言日拜前就宰了咽牲，遠不是方宰牲可言而宰的，那只是

他方其家人宰的肉而已[~]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人們宰承六

小月以上的綿羊，五;但及五;品，以上的駱駝，三步的牛。

4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慈是挑沒有缺陷

的完好的牲畜方幅牲。禁止用缺耳的、斯魚的、貓眼的、

腐腿的、骨折的牲畜方緬牲。他注命令察看牲畜的 D~勾

耳是否健全。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那些想在宰

牲哲敵牲的人，在遊入伊眉 12 月份起，不要拔身体和

失上的毛炭。

6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令日聚扎的地

φ 《阻途的干轅» (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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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宰牲。

7一一失羊可以移-1'-男子及其家屑，哪怕他們的人

數成多。

C-4昏，堅JL，1!t令官

卜掘正碼的伶述: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說“每小孩子都是抵押品，他出生七日吋，要方他宰牲，

剃袋，取名。"

2一又說:“替男孩宰兩只羊，女孩宰一只羊。"

[W.中..:I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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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f- .J,.:他~農囊，人隊全糙1tt6私帝

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要垃家菌，也銓

i立商。肩負使命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果

家茵的吹數多于他突*甜的次數。他(廳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 fJj租泣，也租泣。委托迂他人，也接受迫他

人的委托，委托他人的故數多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接受委托的吹數。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有吋以現金付款:

;(fa才;，g延期付款: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方人

惆哼，也接受調解: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借泣款，也用泣抵押物借款。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也借迂京西。

3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贈送到人家西，

也接受贈品和札物。并回贈札物。如果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不想接受某手中札物，接下之后，就把札物

分給余三是1' 1弟子(愿真主喜 t見他們〉。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勻人交往是最有

札帝的。如果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向某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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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京西，慈是以更好的注捨封方，并方他及其家人、財

戶做折禱。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借迂駱駝，

物主粗暴地要求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如注駱

駝，過肘，余至汀弟子(應真主事做他們〉想是長掉他，

可是先知(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放芳她，

物主有混活的杖利。" [l.3]

5一別人封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傲的愚蠢

行方只金增加他的寬恕。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命令憤怒者用洗小淨的方式宋平息怒焰。如果對吋是站

著的就坐下末，祈求其主保佑通高器魔的仿響。

6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此不傲慢地滑待

任何人，而是謙虛地滑待余&fl弟子(慮、真主喜說他

們)，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向老人均孩子們

出色;三。

7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也卉玩笑。不泣，

所卉的玩笑都是事裳。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所說的攻失海都是真理。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勾人賽跑，奈

自朴鞋，也拼迂羊奶，方家人服努裝力素;句。修建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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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肘，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勻余~fl弟子(祈

求真主喜悅他們〉一起扛土握。

9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是心志最豁述，

心最善的人。

10一對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被允t午在兩

件事中做一浩捧肘，只要不蝕犯真主的法律，他(愿主

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且是逃持最容易的。

11一只要不是褻、淒、造反真主的禁律，他〈愿主賜

福之，并使其平安)此不因被人欺負而扳笈封方。而對

真主的法律受到踐踏吋p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合憤怒裔起捍豆。

1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給別人提建仗，

也征求建波: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探望病人，

出席旗扎，店答邀i育。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勻寡如、努人、弱者同行，解決他們的需求。

13一豈有人用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舊

政的未裝近他肘，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舍

先滑方祈棒，并說:“准受到他人的善待，而現: '真主

回賜你，嗨已表述了封此人的贊美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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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指正喻的伶述: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說:我喜攻你們今世中的兩件事:“女人和香。吐我心

情愉快的是拜功。" [tJ]又說:“年青人啊，你的權有能

力就結婚吧。" [J] 又說:“你們虛道娶有愛心的，能

生育的女人均妻0" [03]

2一他(思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勻其妻室有 J (愿真

主喜說她們)的和惜生活是我們生活的最好榜祥，是高

尚品德的表現。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述說:

“你們中的忱秀者是你們中善待家人的，我是最善待家

人的。[孔子.中】

3一如果某位是妻〈愿真主喜悅她)喜政上某件京西肘，

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也合專政它。他址菱地

那的女孩if]和阿依莎(愿真主喜悅她〉一起玩。三且她(慮、

真主喜說她〉舟杯子喝水，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也用遠小杯子在她(應真主喜悅她〉喝道的位置上

喝水，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倚靠在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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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喜說她〉的杯里。有肘候，金把美靠在她(慮其主

喜悅她)杯里浦念《古竺銓趴在她(愿真主喜悅她〉

宋丹短的吋候，就址她(愿真主喜悅她)用布里好下身

勾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肌跌相奈。

告一每三自 H南中L后，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去

奢望余賽(愿、真主喜悅她們)，了解她們(慮、真主喜悅

她們)的近況。過夜幕降l梅吋，就留宿在對日的妻子那

JL 。

5一在夜宿、住所及費用方雨，他(應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公平地河符妻室ffJ (愿真主喜悅她有])。有肘

候，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含章看余妻的的面

把手伸向其中某位妻子。

6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金在夜初和深夜吋

分別勾妻室們(慮、其主喜悅她們〉房事。如果是夜初，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有吋合洗小大淨，再睡

賞，有財也件只洗小小冷就睡了。在房事及其它事努中，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被賦予三十小人的能力 o

他說:“句安于肛交的人是受迫咒的人。"[~]又說:“如

果你的，堆怨、勻妻室房事就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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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lJ LA~\必:'d勾心心手持it1

“主啊!求1&i.使我們追寓惡魔，址它逗寓您恩賜我們

的。"如果那一坎，真主恩賜他倆孩子，惡慶就絕不能

妨害到~小孩子。" [L;]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對你們堆得

到女人、奴仆或牲畜肘，就注他抓住她(他、它〉的額

度，向真主祈求吉吠，以至尊的主的名J/...Jf始，然后說:

UMω也 j~'.J ，~ ~今 LA ~.J \4»晶晶ldhii1

~':J丹U :FSJ

“主啊!的碗，我 i句您祈求她的好娃，她天性所具各

的好，我求您保佑我活萬她的邪惡及她勻生俱來的邪

恕。" II 句..;)]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述祥祝福新婚者 t

;;.~“句~{:;A的叫起:- ~.)l:t.J ,itU ~， ~J..J

“真主賜福你，使你吉祥如意，注你倆結合在古氏之

中。" [悼.中扎

9一道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想旅行肘，就址

妻室ff]抓祠，堆抓到肉就帶她同行，不朴按其他人。

1。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注重住房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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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裝修、高大勻寬敞。

11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休垃妻，然后又

收回了;也曾友誓一小月不接近余賽。他(廳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此未做述指妻背方母背的事情。



→。芋，足為酬恥 .....t

第.......a. :赦令I16tL傀

@一

)1-吃儷時間先說 z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曾拒絕現存的食

物，也不強求沒有的家西。只要送上的食物是合法的，

他就舍吃。如果是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愛

吃的，就不吃，述并不表示禁止吃此物。他并不強迫自

己吃不喜愛的家西。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h人

不指責食物，挑它的毛病。如果想吃就吃，不吃也充妨。

例如:他(愿主蜴褔之，并使其平安)不吃蜥餌，是因

方他不司慣吃之o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吃得很簡草。如

果食品短缺，就忍耐之。甚至于有吋候金因方迂皮仇俄

而把石失綁在肚子上。連接三小月，他(廳、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家里都不曾生泣火。

3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合強制自己只

吃某科食物，而不吃剔的。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愛吃甜忠和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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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駱駝肉、綿羊肉、漓肉、斑鳩、兔肉、色。他也吃

;燒烤，新解椰專、干蔥、肉併。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曾用油沾併吃，吃盡羊黃瓜、路肉，用奶油站于

惠。

5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政肉食，最喜

玫吃羊蹄和腿。

6一水果丰收吋，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吃

~地戶的水果，不忌食。

7一大部吋候的用餐，都是放在地上的餐布上食用。

8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我們用右手

吃喝，禁止用左手。并說:“惡魔碗是用他的左手吃喝。"

Krll

9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用三根手指拿食

品吃，飯后舔手指。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曾倚靠著京

西吃飯。

靠有三科姿勢:身体的一側靠著京西:盎腿坐著(學

者ffJ x才此意見不一);用一只路縛撐在地上，用另一只

手吃*西:述三科姿勢都是受譴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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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蹲著吃家菌， ~P:

臀部蕩地，現腿立起，并說:“至于我，就如奴仆一祥

的坐，像奴仆一祥的吃。"

11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把手伸向食

物肘念: ihl~“奉真主之名"，并命令吃飯的人如此念。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悅: "~你們堆吃;家西，

就成i亥以至高主的名文卉始。如果，飯前忘氾念“奉真

主之名"，就說:

~Ji.lJ 必，~~，門

4我始咚都率真主之名。， " [中】

12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湯:“道一小人

吃飯吋沒有奉真主之名卉始，的痛惡魔就能吃到述份食

物。" [r]

13一他(腰、主賜福之，丹:使其平安)吃飯肘說活，

多坎給客人拓、菜。

14一吃完飯，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

J心 'l.J εj:':' 'l,J~:品啥也心為1= (>/JS \~ jJ) ~，

~~Ajι

“一切美好、吉庚的贊頌只厲于真主，我們的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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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們不斷地渴求您，我們滑您的渴求是充止思的。"

[t]

15一如果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別人那

JL吃飯，定金方他們祈持后再寫去。“封帝的人們在你

們送JL汗育，康泊的人們吃了你們的食物，天使1fJ祝福

你們0"[..)]

16-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方款待努人的

人祈禱，贊美他們。

17-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合嫌奔勻他

人一起用餐，充洽是小孩或老人，自由人站是奴仆，游

牧人述是外多人。

18一食物送來時，如果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正在封侖，就合現:ρ〕 tJA! “我磷是封帝的。"[~]。

他并且迋命令如果有人送飯而自己是封育者肘，邁克送

飯的人祈求福利。如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設有封詣，就金吃→些。

19一如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被清去

吃皈，而有人跟著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

財主人說:“迷人和我們一起，如果你愿意，就址他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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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址他間去。 " [t21
20一三豈有人向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訴苦

吃不飽飯吋，就邀清他們一起吃飯，不分食，吃之前奉

念真主之名，本斤主賜食品吉氏。

21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沒有填漪

什么京西比填飽肚子更杯的事情了。"

根拇令人的需求而造蠱的飲食，維持生命。對他(愿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必須吃飯肘，就址肚皮的三分

之留捨食品，三分之一留倚仗品，三分之一留給自己。

[~.w]

22一有一吹夜里，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遊家想找些食物如投找到。就祈禱:

C;~~戶。..1.J ，~t (). ~t 持.1l1

“主啊!蜴我食物的主啊!求您賜我食品。賜我水

的主啊!求您賜我水。" [r]

C1J-曙束時現，龍:

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飲水的方法是最

得体的，最能保妒健康的。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最愛喝的是清涼甘美的仗品o 他喝純奶，也喝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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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奶。并說:“主啊!求fg均在拉伯賜述奶的古床，多多

地賜予我們。除了奶沒有什么京西可以替代食物勻仗

品 0" [w]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吃飯肘不喝*菌。

失一夭夭黑肘就方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做椰

專汁，第二天早晚喝，第三天喝一天，第四天到哺札吋

如果;途有剩余的，就給仆人喝，或是倒掉。三天一泣，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扭心專汁金交成酒，就

不喝了。

3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通常坐著喝水，

禁止站著喝c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站著喝

近一吹水，文才此余人意見不同:有人混是因故站著喝水;

有人說是先了廣除禁止站著喝水的各律而做得:又說兩

不中都有可能。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喝水肘呼息三坎，

并說:“述最能解渴，喝施，最有益于身体的。" [f'] i主

科做法指不泊者杯子吹呵。

并說:“對你們喝水肘，不要封器血呼吸，而是把

杯子狀嘴迫拿卉。"K特.中】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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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禁止人們就著器血的裂縫喝水。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奉真主之名卉始

喝水，喝完之后感贊其主。并說:“的碗，其主金喜悅

述祥的仆人:吃了食物舍感謝他:喝了仗品，也合感頌

他。" [?-]

6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玫仗味美甘甜

的水。

7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喝完之后，就把

杯子過佮他右手迪的人，哪怕他在側的人比他年紀大。

8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益住器血，

詮裝袋口，哪怕是在上茁橫放一根小棍子也行，同吋念:

“奉真主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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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白紙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成方使者之

后，不分接夜，秘密、公奸地宣持伊斯笠，他(塘、主賜

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愛加秘密宣持了三年。直到真主

蹲下遠哲詮文:

[~t :.r丰I] 種主張 ~t斗占百多

E你鹿三5公汗宣布你所奉的命令。] CD他對即服此

了真主的命令，不再在意他人的指責，汗始公卉宣教。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向老人、小孩、自由人、

奴京、男人、女人，精英及整小入美宣教。

2一對妄加人財政至n弟子〈祈求其主喜悅他們)的

迫害日益F重吋，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准i午

他們迂往埃寒俄比亞。

3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去塔伊夫宣教，

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援助。但是，在那里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沒有找到一小支持者，結果是塔伊夫的人

(j) {石谷章》第 91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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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H殘忍地仿害了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他受

到比愛加人更殘酷的迫害，他們把他(愿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起開了菱加，最后，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被迫求庇于牧社阿盟﹒本﹒阿迪。

4一他(愿主賜捕之，并使其平安)公拜堂教的~十

年，每年朝觀期肉都金跟隨朝觀者到他們的下樹之赴向

他們宣教。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迋參加歇卡

諧、安吉那和臼芸佳等地的集合。甚至逆金向人打昕其

它部落，向他們宣教。

5一在阿格白，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遇見

了赫拉車J杰部落的六令人，便向他們宜伶伊斯竺教。最

后他們全体皈依了伊斯主教，回到菱地那之后。他們向

人們宣持伊斯主教，伊斯主尸泛伶播卉末，滲入到各家

各戶。

令第二年朝觀肘，表地另IS末了十二小男人，使者(應

主賜情之，并使其平安)勻他們相釣阿格自宣誓，他們

宣誓昕以便者(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財物資

助他，命人行善，止人作惑。宣誓中注有:方了主道，

他們不在意他人的指責，他們特像保妒自己的生命、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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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那祥捍主他。他們特因此得到天堂的問賜。伙式結束

后，他們就返回了愛地那，先知(應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派遺伊本為姆庫學J頌和睦芳、阿布﹒本﹒歇安伊勒

勻他們同行，教授他們《古主經»，向人們宣教。就遠

祥，很多人在他倆那JL宣誓加入伊斯主教。其中有為賽

文德﹒本. p合杜埃勒和鑫埃德﹒本﹒菱阿宰。

7一此后，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准i午穆斯

林迂徙到菱地那，于是人爭先恐后地前往愛地那，隨后

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勻艾;ffi" ·百克拉也迂去

了。

8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1上奏地納的輔士

和支加的迂士共九十人結方兄弟(祈求頁，主喜悅他們)。

丹田地草書牢固串串的的純混.zt'!t持攻申的札申 z

l一掘正喻的基vIIi考述:所有穆斯林所享受的保妒杖

益都是同等的，他們中最弱的人都金努力地去做。 [J]

又況:“堆勻他人之間有|力的，虛道履行，不要毀

約，也不要施加庄力，宜到有效期結束，或是攻方一起

解除t1}鈞。"巴山..)]

2一又說:“准若是i午培保妒他人的生命安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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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忘了他，凶手勻我沒有任何干系。"[悼】

3一至3穆斯里要的兩名使者出使到他(應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那JL，說了他倆想說的一番i舌之后，他(愿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如果不是不研未使，我

in一定金砍掉你的的脂袋。"]A此，不斬使令成方他們

的主行。[.:1]

4一一旦信使堅持自己的信仰，他(應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不合夕之押他，而是送他回去。

5一如果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故人勻他

的一位是伴不說他的允件而締約了一象并不彷害穆斯

林的蜘釣肘，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默許之。

6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和古萊氏人接釣

休捨十年，余件是:如果有人去他(愿主賜福之，并使

其平安)那JL想皈依伊斯主，就得把此人遣返回妾加;

唯脫高了伊斯主教，回到古萊氏那JL，則不必把他遣的

表地那。此后不久，真主庭除了遣返穆斯林如女的奈的，

命令他考糙她的，在碗主人是信士之后，就不被返遣回去。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穆斯林 : i麓

的妻子叛教了，就索回他曾詮付的聘扎。穆斯林的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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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迂徙而來的女信士的聘扎退迋給她們的丈夫。

8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不禁止古萊氏

抓回到他那)G的男人，不強迫迷人回去，也不述祥命令

他。如果迷人持他們斯菜，或拿了錢財，也不剝他的手。

如果他跟古茱氏人回去，他也不加于阻止。也不問他向

古萊氏保証什么。

9←道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征服海伊柏拉

部落之后，同意把他們驅逐出境(即不采他們)。牲畜

所敦的財物如他們所有，金、棍和武器自主的使者(愿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1。一并盤釣:殺作物一半自穆斯林，一半臼他們:允

件他們住在原地。每年，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金派遣估暈果宴的令家估測符合收荻多少果裳，以保

障穆斯林的杖利，剩余的任他們使用。

0-1也甜吞團軍雷霆閱覽獸，肉他們讓il.15f!膏，降2區司曾有i':

自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At美代伊比耶因

未后，就給虫肘的各因君-王友寄有信，源遭使咕。他(應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寄信，派使者去坊 l可 39耳囡

玉。~茍閻王几乎皈依伊斯笠，但是最后逐是放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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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l惡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派遣使者出坊阿塞

俄比亞巨的閻王伽氏，他因此入了教。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派艾布﹒姆露在埃阿

勒和支阿在﹒本﹒浩白利〈店、真主喜說他倆)出使也汀，

沒有過近蛾爭，它的大部分的居民都順拔地皈依了伊斯

.iL.

一_0

e--(£~喝倌企~吉嘗試f

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接納的信士的表

面工作，至于他們真玄的內心則交給其主。周明証功學

他們，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反玲他們的作法，

戶肅地封待他們的吉行。用生功雄辯地吉醉打功他們的

內心。

2一方了安慰余心，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不承仿信士。他說:“方了不吐人以玲:穆罕默德承害

其l司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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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最完美的方式頌

念至尊的主宰。減然，他(恩、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所有的育活都是贊頌氾念真主，說真主喜愛的活，他(慮、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肘伊斯主民族下的命令、禁律

和法制都是文才真主的氾念。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沉默是以內心財其主的氾念。他(愿、主賜稿之，

并使其平安)站若、坐著、躺著、行走、乘弱、旅行和

居家吋都吋刻i己念其主。

月再己魄的研特 z

l一清晨吋念:

擋斗心句iωJ，J叫到主~I ~，J ~r~，，! 1 ~~ uk- ~i

叫Sy.斗II 臼品S 勾心~烏拉 ~1~!~I JJ..."，

“以看伊斯主崇拜其主的天性及忠貞均主的吉悶，

我們遊入清晨:海道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先祖伊布拉

欣的IE教，他是真正的自信者，絕不是多神教徒。"[戶】

以~\~!"'~~，J\抖l!l:"，心叫 i~J~i 舟持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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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奉您的命令攻打]遊入清晨:我們入夜。奉

您的命令，我們生、我們死。只有您才掌管笈泊。"

E特.中..)]

又說:“道你們堆活到清晨，就址他說:

1'..H3'，泊品此ItJ)~l 心~1 忌'.J~~'每一 it" 也戶!

已為 L一ys，:， ~ L.~~~ j$.l:，峙1則必;23;;Adsυ.4i:'~過

4我們遊入清晨，一切杖利只厲于真主掌管一一全

世界的主。主啊!我祈求你蜴我述一白天所有的好赴z

股利、援助、光明、吉氏和引領我于正道。同肘，我求

你保妒我不受述一白天和它之后的仿害，;當他入夜吋，

也j主祥祈禱。" [.)]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祈求恕燒的

祈禱之首是:仆人說:

通品已，)&- ut:, ，~已已lJ JKiLQMUjU!U vi;J L訕訕1

‘;;已崢站 ~~~I ，~L:..~~這1r j j-t ，~\ L. ~共.1J

LZAUj}JJUlhv AAV:長這 td斗~..Ht:，

“主啊!您是我的莽主，除您之外，絕充真正@受

崇拜的神哭。您創造了我，我是您的仆人，慰我所能地

安踐i若宮和i午鈞。求您保佑我迅高我所做的惡行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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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我承主人您封我的恩典，承主人我的罪行，所以，求您

恕憐我。只有1f!J才能寬恕罪惡。"堆在早晨深信不疑地

送祥祈禱，隨后在遮天死去，就能避入天堂。堆在晚上

深信不疑地念了述段祈梅河，隨后在夜里去世了，他能

過入天楚。 [t]

r又況:“堆在早晨念一百遍

PWA;其~;.-.，斗斗31 tr.j訕訕1~ ，~為jJ. U 0斗，-"~I t.!!4J) U

~~

4除其主外，絕充真正庄受崇拜的神吏，他組一元

偶，所有的校力和贊美都屑于他，他是方能的主，就等

于釋放了卡名奴束，佮他氾下了一百件善行，消除他的

一百件罪行。是他那一天不受惡魔街害的保障，直至黑

夜，沒有任何人能做到比他更好的，除非此人比他念得

多 0" [J]

4一他(庸、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早晚述祥祈持z

~I 叫斗!AAaii14;凶勾心jl ~ ~LtJI 叫“id! 泊.!31

~1.J ，~I絞肉持ijl-JUJ Jhhiglh 抖~ ~\a.lI.j

‘JM;;的叫丹(:P:'~ω 泊~品;:mJ訕訕1 叫lι:iJ

~~~己f ~f句~ j .,:.t:, ，~....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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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fg賜我今生后世安康，我因信仰、今生、

家人和財戶向您祈禱希望能得到您的寬恕，并賜我們安

康。主啊!求?也遮掩我的缺陷:安定我的心吏。主啊!

求您保妒我的前后，左右和上方，我以您的棉大求您保

佑。" [句.~]

5一又混亂:一令人只要每天早晚各念三遍

法:， ,.t.:.:..Jl ~ U:, ~.)~l ~勾.J. ~I 佇治 'ltJ訕訕門

MAil e---il
“奉其主之名一一先借他的尊名，天地之間的一切

都造不成街害一一他是全聽鄉知的主，沒有什么可以仿

害他的。" [、.~.J]

艾布拜克力之(愿真主喜悅他〉曾封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說:“清教我早起入夜吋念的。"先知就說:

，.~~弘 φ似的叫Jl~ 吶l.)'i l.J戶I.Jω1 ~li f+i31

:>J;~:' '~晶晶~~為 j.J.' ，~I 1..11~t 'i (:，1 持泣I '~.J姐hJ

4-Mil h:MYG抖~~ ufli e:,f:, ，~:以I:' CJ尚且1

“主啊!街知幽玄、洞察方物、創造天地、方物的

主宰，調有者，我作征:除您、外，主色充真正座受崇拜的

神吏，求您保佑我兔遭自身患行的仿害，惡魔及其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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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街寄:求您保佑我不要的寄自己，或彷害任何一小穆

斯林。" [w..:!]

CB-J聽曲an閉研單If:

1-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出1'1肘祈禱:

~，訕訕lhiM b1ah lhlJj 站.11，必 I ，卉之JS~ ，~I 門

~為忌以為學 .t .J' ~f -." ~割草心f -.,t

“奉真主之名，我托靠了真主。主啊!我求您保佑

我不迷淚他人或受人迷惑，犯錯或被淚辱而犯罪，冤枉

他人或被人冤枉，不要注我愚昧充知，也不要受人愚

弄。 "K句..).G]

2一又說:“准出1'1吋祈禱:

向品:“凶~~~向泓勾心 'i.J ~I ~ ~勾心l 門

::'~I ~品 JZJ ‘~，J，J句句

“奉真主之名，我托靠了真主，我充能方力只覺真

主的大能。"就舍有青青肘他說z “ if!}.被引領了，被保妒

了，惡魔勻他繞道而行。" [W..:l]

3一道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出去札晨札拜

吋念:

~~ ~'.J "~~ c)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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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q4L-lb-J，心9;JZLU 品的，，~ C/y.句 J 品的‘lJ..，J

();~~1 沾.\3， ,1»~泣;:mAUAMJ治之~Jl+1,J

“主啊!求您使我的內心充漪光明，口舌城正宜的

活，眼睛明亮。求您賜我的上下左右前后光亮:主啊!

求您宏蜴我光明。" [J]

4一又說:“對一令人遊家肘，就址他說:

必，~:，尚J:' ~l 門吃主這1 jp.J~μ'j斗叫一!J! 站.1l1

.φl~ 品品戶 l且已封 ~J

(主啊!我硝已向您祈禱遊家出口的好赴，奉真主

之名，我們遊家，我們托靠了我們的莽主)然后，注他

給家人出色主。 [J2)

C-Dt曲著幕會開軒得z

1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遊入清真寺吋

的祈禱:

u~，臼f':I.UJl 吵起“J 喘J到l 句學'.JT.J‘~I ~l: j~'

何學，.;11

“先看佛大的真主，他的尊容及其恆古的神杖，保

妒我免遭被驅逐惡魔的仿害。這他送么說泣，惡魔金說:

4今天他己受到保妒，不合受到我的彷害。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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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又說:“曳您的遊入清真寺肘，就注他祝福先知，

并說:

4晶~y\~， v1 c:訕訕

“主啊!求您方我們卉打您仁慈的渚口。"

出清真寺吋說:

;~:~ ~~I J}~'

“主啊!我嗨己祈求您的恩典。" [句d

CJ)..Jff克新月時的研帶 z

室主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見新月吋就祈

禱:

~， ~iJ ~:; 'rtt.u'i I，J弘也i勾心同伯拉山山ι~t 持III

“主啊!求您以平安、伊為尼、和平、噸以賜予我

們新月吧，我和你的莽主是真主。" [心3

忠fj噴耳聾牢固哈欠甜的軒楞楞 z

1←搪正硝的特述，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說:“的楠，真主喜攻我們打嘖嘖，汁放我們打哈欠。

對你們堆因方打噴嘴，而感頌了真主，那么，每令昕到

的穆斯林都皮 i亥封他說: ..&I~~ “愿、真主慈 t肉你。"然

而哈欠，則米自惡魔，所以你們准想打哈欠，就鹿原力



一斗穆罕-.穗拇路"狗叫

@多一
忍住。的嗨，你們堆打了哈欠，惡魔就合嘲笑他。" [ell

2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打嘖嘖吋合用

手或衣角遮住口，庄低育音，或用它來遮蓋戶膏。巨中心

3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打嘖嘖后，有人

河他說:

~l~平:JF

“慮其主慈惘你!"回答說:

崗山草也φ，~t， ~Il沾沾

“愿、其主慈憫你們和我們，饒恕我們和你們。"

4一又說:“如果你們准打了噴喂，就址他說:

d 平晶J'

“方贊自于其主。"

他的兄弟或同伴就座i亥財他悅:

~1 ;Jr，~:;"

“愿真主慈憫你。"豈有人消他說t

山~~~，為知

“慮、真主慈網你。"就回答z “愿真主引領你們，改

善你們的心。 " [tll

5一叉況:“如果你們准打了噴嘴，并感贊了真主，



→穆罕蚊媳婦':t6-ft叫

你們就)主i亥方他祈禱:

@一

~l 泌平:早

“思;其主慈憫你。"

如果他沒有感贊其主，就不要方他祈禱"如果打了

三小以上的積穗，就不要方他做祈禱，而是混:“送小

人感冒了。 " [r]

6一鋸正磅的特述:“我太人故意在他面前打噴咦，

希望他封他們說“愿其主慈憫你們"，而他姆說:

洶?斟句為\~叫

“愿真主引領你們，改善你們的心。"[u]

徊，到現IJtA時間軒3:

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混:“任何人只要

看見殘疾人就混:

注Adφ 品S~~J如倒勾llA441AHP4331A斗斗Jl

勾心

“方贊蚵于衷主一一那小賜吾兒健康，沒有注我遭受

你所承受的考毅的主，他使我忱越于他所創造的件多

人。充治如何，都不合患那人所得的疾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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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研﹒劉萬F叫反誼會磚"，略的軒"':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其民余昕到耳戶

口叫吋就祈禱真主保佑他們免遭被驅逐的惡魔的妨害。昕

到公又為打時吋就向真主祈禱他的恩典。 [J]

路建吃It*_，屯的人屁幫駕車筒，研 z

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友牌司的人洗

小淨。如果對吋是站著的就坐下來;如果是坐著的就躺

下，并祈求其主保佑他兔道被施逐惡魔的侵害。



一→穆罕，先講，即姆媽.t- l @一

第 .....1 、 J 畸劑外't-fL稍前 ttl 新毒害

卜成拜i司念一遍或兩遍o

~~~心茵通

“拜功磷己成立"遠旬以沒有只念一遍。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其l其民族制定:

“昕到宣札的人@.跟著宣扎師念宣午Li司，除了

CU且\~戶主，~~\~戶

4快來札拜，快來荻得成功，述兩旬，正碼的伶途

是念:

~句白 o~u:，江戶 U

“充能方力只兌真主。"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訴我們:“堆

昕到寰宇L河后，說了:

心 A句句再J 心I~JI沾沾 DI:，心 I U} Ill! U (:， f 為泊f Uf

已抖。戶戶~，J t封熱M'i句J

“我作i正:除其主外，總充真正m.受崇拜的神史:

穆罕默德硝是真主的使者，我愿意主人真主方我的主宰，



一斗穆罕宜之籠，臨“精..~ @一

伊斯主方我的信仰，穆罕默德是使者。那么，他的罪惡

就被寬恕了。" K('ll

d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方昕到宣札祠的

人制定:他自隻宣中 L肺之后，就座祝福先知:

勾~.J1t t斗主戶IT ~心1 凶~IJ 品也1 手法訕訕弘持111

~J (J訕llj~ t.:.!也叫 t.j 勾心J

“主啊!述完美召喚，成立拜功的主啊!求您恩賜

默罕默德，賜他您所釣吉的那科高貴的品紋。 " [tll

5一他 en喜、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訴說1fJ:宣札

向和成拜河之間所傲的祈禱不合被駁回。

第..-，包 J 伊~ 12 ~ *時所做所 IJ

伊肪 12 月 l 日至 10 日，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合做很多祈禱，并命令余人在遠些日子里多念J.1l 1

~l (真主至大)， ~~I (感贊真主) ~t "J I 叫t "J (主人主

5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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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 «-t1..教》的嗎噱

@一

1一他曾詮浦i寞固定的短文 ， h人不間斷。

2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一令字母一小字

母的清晰地緩慢地i肉，浦《古主銓》。

3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每 i棄一帶短文都

舍停頓。他曾城i袁某章短文，直到述章受得比它長的章

可言迋長。〈指浦 i袁吋!可很長〉

4一每遇到底:音吋就念長音，所以他在念【伊 =-.)1 】

(普慈的主〉【 ~)l】(特慈的主〉肘念長音。

5一卉始浦i妻肘，先祈求真主保佑他免遭被驅逐惡魔

的彷害，并說:

何學~\6l尚且1 臼的 j~f

“我求其主保妒免遭被驅逐惡魔的彷害。"也可以

i兌 z

。~:，持誼C， ~JAA ~帥~J1\中心~I 臼 ~jj;l~l 為.131

“主啊!我碗豆是求您保妒我兔遭被哥拉逐的惡魔的作

祟、教l唆和迷惑。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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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站著、坐著、

躺著浦淒《古三三詮»，他有沒有小淨都浦臻垃《古主經》。

只有金因房事而沒有大冷不i袁《古三三詮》外，投有什么

可以阻止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浦溪;«古主任》。

7-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吟浦《古主室主» ,

并說z “唯不吟浦《古主銓»，就不算是我們的人。 " [tll
又說:“用你們的青青修佈《古主詮»"[句..)]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玫昕別人鴻i袁

《古主經》。

9-1袁到日P美的銓文肘，就贊主至大，俯身叩失，有

吋候金在叩三kaj- :

4叫!J~~(j~'; 也心法AF均中J 通s，<，I泣i 抖的每一

“我的股叩向那小兌看他的大能創造了它，賦予了

它形体，并給它創造了耳和服的主。" [ο.U...)]

有吋候也說:

~~ t) l4峙'.; ， '~I ~ ~冶I.; ‘ 1勾lf.: ~~'~1

J.;lJ~品之~~“Jω;的 d封

“主啊!求fg看在我的送小叩~上，寬恕我的罪行，

方我氾下一份回踢，使它成方我存在您男ISJL的善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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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像接受您的仆人迷吾德那祥接受我的送小叩失。"

E斗.中】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此未因鴻淒《古主

詮» np~的控文而抬手念:心正1~1--真主至大"，也

沒有因其而念中坐河，更沒有因其說“色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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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 棍'6~麗特

@一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演滸肘，攻目通紅，

抑拐頓挫，板方憤怒，就像是部臥的警戒者。況:“我

被派遣肘，和隻活白的情景就像述祥。" [d] 他食指和

中指并在一起。又說:“的桶，最好的言辭是真主的經

典，最好的引辱是穆罕妾默德的引辱。方事的惡源都是

新生的昇端，所有的昇端都是迷淚。" [~]

每吹演啡，都以感贊真主卉始，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教余圭fl弟于(祈求其主喜悅他們〉因需

求而做演游肘的祈禱:

也品，~~但· ii向 j~:' ，~法~:， .a ~:! 'j'1 Ii:' 弘~.&斗:J l

為泊fj ‘勾~~~泊誠心D:-:'‘4J~Sli ~1 也<:戶‘白凶 iμ~:，

a.t抖aJ;，主持已 1斗斗:. Dt,J ，~111!~! u~I

“方贊屑于真主，我們贊頌他，只向他求助，我們

向他求恕僥。求真主保佑我們通高自身完性及惡行的妨

害。真主引領的， r住也不能使他迷淚:真主使迷漠的，

i在也不能引領他。我作征:除真主外，藍色充真正座受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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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神亮: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勻使者。"然后他浦念

以下三令《古主銓》文:

:u'JAC JT] ~ ~正在ι 過T iATi后i五 GJE 泣起掛

【當邁的人的啊. 1垠的駕車草地跟震耳 ~§t o] (J)

1t，~ ﹒句'f. .1f'.'f .....f
。今Jif品。;~ωH詢 1升到;州的普

~

[' :~~且1)

【人轉向臂，你們當敬畏你們的是，l'也A九~令人中封

建7你的。】@

種 I~戶，白云 i))j 過T l~ll~1三 GJT 泣起步

[V ﹒ :y'~'J'J

【?當官的嗯，你們l1JL當敬畏算是，純正麗的稽。】@

E句.0.W..)]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教授瓷的弟子〈祈

求真主喜悅他們)學金方所有的事情扎造捧拜，我如教

授《古主銓》的某一章哲那祥主人真地教他們，并現:如

Q) (伊姆立的家肩章》第 102 常

I» (蚵女章》第 1 常

@ «I司盟軍章》第 70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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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們堆想做一件事。就吐他札兩拜副功拜。然后祈

禱:

過~~品冉冉i~ 晶晶oIll，J也~~~t 沾沾In

U 站起I ，y~1 ~~ ~1，J伶i 'J,J ~，J ，~Ji l 'I.， 凶胡.i，~1

d山J 抖 J d 》 -4千h 戶也 - jA'i l I泊 Dt 戶h且已lS

d 迦u~ ~ ，~ o:MJ~ o~通過自叫到J 叫~屆:Ji ，JI 呵 ~;"f ~\&....

- 'i..>A1 捨~.J~~吋抖J ~ ~~ J..'ill~ 61 肖 ~主S Db'~

悼凶I ~ :,Ji1,J~ ~~1，J ~ ~J'W"u - .u字J.j叫戶:JLi ,JI

4呼叫:hJP 凶

“主啊!我以您的知呎祈求您方我逸掙好的:以您

的大能祈求您賜福我:我祈求您的宏恩。的嚼，您注定

方事，而我不能。您翎知方事，而我一-光所知，您是砌

知幽玄的主。主啊!如果您知道站件事(說出所造擇的

事) ，肘我的信仰、生活和結果都有益的活，那么就求

您方我注定遠件事，便發容易，然后使我因此吉皮;如

果您知道述件事封我的信仰、生活和結局都是有害的，

就求您使它遠高我，我也進商它，三位洽在哪里，都求您

均我注定好的，并使我漏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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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e.:他"6".氓、~.唔，仗，

1-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睡述墊子，反毯，

席子，地上和床。他的墊子是硝制泣的皮子，里面裝有

椰專樹奸雄。枕~也是遠祥的。

2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金睡得近多，

也不金克制自己不睡質而專致睡眠不是。

3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夜初就睡麓，夜

深吋起床札拜祈禱:有吋金困方赴理穆斯林的事而推退

睡兌。

4一他(慮、全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出口J旅行，深夜

下楣性宿休息肘，就朝右側睡:如果是在黎明前停下來

休息，就金用手撐著:fk側身躺著休息。

5-如果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睡著了，政

主1'1弟子就不合叫醒他，而是等他自己醒采。他且是眼

睡心不睡。

6一三吉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走向床墊，准

各睡賞肘，念:



一斗穆罕，紅樓泣如崎精尋 j @一

心t.. l占1 持.11tι~

“主啊!奉您的尊名我死我生。 " [t] 然后捧起

攻手，朝它吐一方、唾液，然后念《忠誠章》、《曙光章》

和《世人章》。然后息量地用攻手抹全身，狀~股汗始，

然后順著身体抹，如此這做三遍。 Kt 2J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朝右側睡賞，手

放在右股頰下，然后說:

訕悟 U-Majl誌 J 泊.bl

“主啊!求您寞;舌世人的那日保佑我不受您的刑

詞。" [中.~]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封一位

至伴說:“三倒在{准各睡兌吋，就像方札拜那祥洗小小淨，

靠右側睡。然后說:

'i'>-f 2.均為叫“心勾心 '~1~ 心iMdld AUii
t.l!~♂:一句句1.. 'i ，~! ~，.)，J 4.井.) ，~月明A扭扭14J'~ ，~月

心~j主1 泌hlJ 叫“I) 'i~t 峙的，~~i (.$~I 為自4 山T ，為31

山且l~ 之甸甸16占山~

“主啊!我磷己把生命交錯了f怒，把股特向了f盔，

把事情托付于您，我把背特向您(避雅、求助)，渴望

您的恩賜，害怕您的忽罰，只有您那几才有避雄所和旗



-4穆罕~慎，鼎的稍等i @一

救赴。我承主人您所降示的經典:堅信您所派遣的先知。〉

址它成方fg夜晚最后的活，如果述夜您死了，就死在了

以主狙一的信仰上。" [J]

8一道他(應主蜴福之，并使其平安〉夜晚起床肘，

就說:

山‘~J~I，J戶Ij叫.Jl ~1i J:.i1..>"-"tJ心山A" 心蹄沾沾.131

凶 ~~l ，ωiti;J~ 1-'"五局9446i:2 伊拉山j\ '~J圳I，J恃JI

科.oIo4 ~I~~! 仙6A~崢 ~J 崢H凶1 臼~品已具1

“主啊!杰布里勒、米卡米勒和以斯拉菲的主，渚

天地的創造者，何知幽玄的主 ， t各方余仆裁抉她的之間

的分歧;三旦入in方真理有所爭步l~分肘，求您引領我，的

硝您引領您所蔥，欲的人于正道。" [(']

9一對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以睡眠中清醒

吋就說:

。油站JG lll~t LA 為已培訓 d-ilh 斗斗lt

“方贊厲于真主一一那令使我們死亡后再改笈活

的主，笈淆的杖力只屑于他的主。"然后用刷牙棍清理

口腔，有吋候合念《伊姆主的家肩章》的后十竹。[J]

10一道公鴻打喝吋，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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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醒來，必感贊真主，贊主至大，主人主組一，向主做

祈禱。

11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好步來自

真主，盟章多采自惡魔。所以，堆雪步到令他i寸炭的，就址

他朝左側吐三口唾滾，祈求其主保妒他道萬惡魔的侵

害。那小爹就不合彷害他，不要把送小步告訴任何人。

如果是好步，就注他高共吧，址他只告訴他害政的人。"

他命令做噩莎的人換一側睡，或起來札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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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且......1- :恤.尋l ;f ~司、人且這

l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攻用香料，最

愛的是處香。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封不封青都愛用

刷牙棒刷牙。他狀夢中醒未肘刷牙，洗小淨吋刷牙，札

拜吋刷牙，遊家吋刷牙。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用伊斯密縛涂眼，

并說:“你們最好的眼影是伊斯密縛，它能明目，長隨

毛。"[句...)]

4一有吋候，他(庸、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自己梳

失;有吋候，其妻阿依莎方他(慮、主賜捕之，并使其平

安〉梳。要不就理短友要不就剃光失。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只在朝觀(副朝)

吋剃迂光法。!k友留至耳垂。

令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剃嬉皮士(留

失頂的友，剃其余的)。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你們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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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有所區別，你們要留下巴上的胡須，剃上嘴厲

的胡子。" [J]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穿筒鼎的服怖。

其中有毛主只的、棉制的和亞麻布的衣服。最愛穿得是長

袍。

9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穿道也fJ袍、

錄袍，俊白和卡白大衣@褲于，纏腰布、戴斗蓮、穿皮

靴、鞋，鍍失巾.

10一纏失時，;略布巾一部分園在下棋，下揖垂至2商

后。有財則任意之。

11-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穿迂黑色的衣

服，也曾穿迂紅色的上衣勻纏腰布。

12-他(愿主蜴福之，并使其平安)戴蝦戒指，室

石特向指腹。

13一吉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穿新衣肘，

就林呼衣名祈禱:

AJ孟晶J 心凶1 .Jl ,. IJ:,J1 .J; ~l I站 Jμ 已~t ;+131

@述科服怖j句:柚子和腰身往窄，背部卉口，用于雄行和晶箏，開均它便于

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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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 L.. j:.:.:, ~~ ~妒忌~ j$-t:, 4~ 斟OQ LA :.;p.:,
“主啊!是您賜給我述件(長袍、上衣、失巾)，

我向您祈求它的益赴及它被制成的好赴，求您保佑我不

受它的f詣，害。" [中.~]

1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狀右手汗始著

裝。

15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政狀右迫卉

始穿鞋、梳~、清泊、接送京西等等。

16一打噴曉肘，用手或衣魚遮住嘴，以此庄低高音。

1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比|蜀房的少女

逆害羞。

18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笑值得笑的事

情。他大部分的笑是微笑:最方卉悴的笑是露出大牙的

笑。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哭勾笑一祥，不

抽抽泣泣地哭，也不高青大哭，正如他不哈哈大笑一般，

而是攻目含泊， P~咽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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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兵，←YI!1: 肉 4晨，哺 iti帶可ttl 帝訊

l一對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到別人那JL肘，

先出“色主"伺候他們，高卉吋再也“色主弋并命令

穆斯林j1'音“色主"。

2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悅:“小孩份大

人出色主:路泣的人給坐著的人也色竺:乘弱的人捨步

行的人也色主:少數人給多數人出色主。"[~]

3一他〈聽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遇見人先出色立。

如果有人捨他出色主，若不是有其它原因〈如札拜中或

如廁吋)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金立即以同祥

的，或更好的方式組答肘方。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述祥出色主:

品I~JJ悔仙1

“應真主賜你們平安，慈惘你們。" lIt] t才反出

色主的人說:

戶一Jl 均每

“也應真主賜你平安。"回答他人的色主也用進向:



-4穆罕，先船部紛祠l- t @一

βwll 為1叮

5一道一小色主持迷不到一群人肘，他(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就出三小色主。

6一避入清真寺的人，先札丙拜炭寺拜，然后再走向

人群，給他們出色三是蚤行。

7一除了在拜中，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

曾用手或失或手指回笈他人的色主，他(應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在拜中用手勢問色主。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路垃孩童和知女

們肘，先安合他們出色主。主麻聚札錯束后，成主rJ弟子

(祈求真主喜說他們)路述一小老知人，他們(祈求真

主喜悅他們)也佮她出色主。

9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給不在坊的人帶

色芝，伺候他:也帶別人特迷色立。豈有人給他特述他

人的色主肘，他回答此人及伶述者。

10一有人何他:“一小人遇見其兄弟肘，可以穹腰致

敬呵? "回答說:“不行。"又何:“可以奈吻他呵?"回

答混:“不。"又問:可以勻他握手時?回答況:“可以。"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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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曾悄悄地遊

家， 1式圈友現她們的道失。而是先給她的(愿真主喜說

她們)出色主。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遊家先

伺候家人。

1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晚上回家吋，

小戶地出色主，以至沒睡的人能昕兒，又不合掠醒睡著

的人。 K r-]

13一等待件可的人被何:“你是堆? "回答:“某某

人。"或是到名是蚤行，而不是現:“是我。"

14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清求允許，只

重友三遍，如果沒有得到件可就立即寓卉。

1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教余主1'1弟子

(祈求真主喜悅他們)先出色主，再i青求允 lto

的一如果去別人家，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不合茵河大汀站著，而是站在1'1的右側或左側。并說:

“之所以送祥制定吽可，是方了不吐眼睛看到不法看到

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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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A: 稅義、悅泉、韓伯和取名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是最有口才的人，

淡吐最方忱雅，最能明硝、迅速地表述意思。

2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常、沉默不唔，

充故不悅i舌。不i炎拾勻己充夫的事情，只混能得到回賜

的活。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活吉筒意咳，

不竅不慢。

4一演併肘，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且是主I

穆斯林大余挑造最好的措碎，注他們〈祈求真主喜悅他

們)逗寓粗俗、充扎的用雨。

5-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吋皮不符安你，

用美好的言詞未形容那些不相配的人，把卑賤的同用在

非此獎人的身上。所以他禁止周先生、主人來輯:呼的信

士: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用艾布﹒哈凱

姆(智意之父)未林呼艾布﹒介海勒(愚昧之父);禁

止林君主方:王中王或真主的代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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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教受到惡魔彷害

的人念:“ciM~奉真主之名"吐他不要沮咒或辱弩之。

也不要現:“ i亥死的惡魔"等等。

7一他(恩、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喜攻美好的名字。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進名字好，長得也

好的信士給他送倍。他放名字中取其意思，把人和名字

相朕系。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最受真主喜攻

的名字是: AiJ I 中(阿布杜拉)和的:lr.YI 半(阿布杜萊哈

竭尼);最城案的名字是rt-\ ( 海為姆)、中.)6. (哈勒斯)，

最丑惡的名字是I.:-l..?' (哈拉比)、甚'..)A (穆勒囡〉

9一他(思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句阿~]E改名，

并說:“你很漂亮。"把艾亦過姆改為茹勒阿，道他迂徒

到妥地那時，安地那叫也恩勒布，把其改名7;;代伊自

10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句其同伴們起

別名，也曾方小孩和其妻子取別名。

1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做法是:有

沒有孩子都可以起剃名，他說你們取我的名字方名，不

要以義的那名方則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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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痠奔使用

(~~I艾沙伊)送小名字，而使用 (~I艾特近)。禁

止用勻后凱勒為)林呼葡萄，并混:“(凱勒月)指:

信士的心"。

1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我們況:

因 :k某某星辰而下雨，如果不是因方真主和你就金怎

祥，或以真主之外的任何事物友誓，或經常友誓。或友

誓混:如果他做了什么，那他就是沈太人等等。

禁止某人滑其奴汞況:“我的仆人，我的女奴。"或

消自己說:“我自身令人吋灰。"或“惡魔真i亥死。"或

混:“主啊!如果您愿意就恕僥我。"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我們辱~吋悶、

民、熱病、公漓，喊蒙昧吋代的口哥〈如:民族意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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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r~~ : 他tf1~替自行~:

@一

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走路吋身体微向

前(頃。走路有力呵，不向別人那祥大模大祥地走路。他

走路最快，姿勢最好，最平穗。

2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赤足走迂路，也

曾穿鞋走路。

3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騎迂駱駝、冉、

轉子、妒。有充耳鞍的生吉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聽述:有吋候迪金前后帶人。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坐述地上、席子

和地毯。

5←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靠垃枕失，有時

金或左或右的側著身子躺著o

6←有吋候，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抱著腿

坐，朝上躺著;或一奈腿架在另一奈腿上:有肘候合因

虛弱而靠在同伴身上。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政人坐在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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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開影之何。

8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吋灰聚余的人們

不氾念真主。并改:“堆坐下，其間沒有氾念真主，其才

他而吉則是朱自其主那几的一科損失。[..)]

9一又說:“唯和大家坐在一起，如說錯了很多，只

要他起身高座之前說:

也3! ~~;，J ~只孟晶晶I ，~t 已!她!U6t~j 心，向J 持.1J1 幽句“

(主啊!贊官員您:我作証:除您之外，絕充真正座

受崇拜的神吏，我乞求您的寬恕，我向您仟悔。)那他

所說的錯誤都舍得到寬恕。[中..:1]

第;:........c :當他和安內尋尋倒敘揚手S身

份是，.J年或稱盼lJ1人僑報在前，能看〉甸 J息量叩

I:. f. ~長成Ii借

三旦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得到喜訊肘，就

合俯身給真主叩失。E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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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純白色，穿鑫銘、 4起黃色 66 韋拉 f

1一道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悲仿忱愁肘，

就說z

t!l ~l 仰臥11 ~:PJ1 心I:)~' U!~! u州1拼I ~I Uj 4IJ' U

~已I wtJiJI 心Ij~}ll 斗W ，~I 戶1..1必oJl 站起l

“除了寬容的、何大的真主之外，絕充真正@受崇

拜的神吏，除了佈大軍座的主之外，總充真正座受崇拜

的神吏，除了七展天的、大地的、室座的主之外，絕充

真正座受崇拜的神吏。" K~]

2-~某事件臼益F重肘，就折持:

崢~i 峙-dh必uhh

“永生的主，誰妒方物的主啊!我以您的仁慈祈求

您救助我。" [中且又說:忱慮者的祈禱是

JASJ 泓而iJ63AA〉bvAJdi戶Ui;~)遍心，'..;~\

已~f tJl ;01U ,a
“主啊!我渴求您的仁慈，求您不要置我不理，哪

怕只是瞬[司;求fe、改善我所有的事，除您之外，絕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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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皮受崇拜的神吏。 "[0] 對他遇到重大事件吋就扎拜。

[.:I]

3一又說:充洽堆遇到忱愁肘，就祈禱z

;) ~lA ，~封'JjJ!4U 心I ~I ,;nip ~t ，~~ιAAii1

~~1 :，t 心心何心一 -a;戶戶I ~晶晶~L尚且通;)~品品~

"t :~手--抖l~~ 何中A心'Jl ，~孟之伊 I~l 心SFJ14USJ

~ ~Ua~，~)斗械制 4dAadJJ 》且由u~揖J1(1).11 函治

“主啊!我是您的仆人，您男仆之子，牌女之子，

我的額友在您手中，您掌握我的一切，您封我的裁抉都

是公平的，我以您所有的尊名向您祈求一一您用以林呼

自身的，或您降示在您的詮典中的:或您店示給您的一

小仆人的，或只有您才知道的一一求 ff£~賜《古主銓》方

我心中的春天，胸中的光明，消除我的忱愁。"只要他

如此祈禱，安拉就金方他排忱解瓏，捨他安排喜悅之事。

E戶】

4-他(愿主賜福之，并;乏真平安)教余主 (1弟子(祈

求真主喜悅他們)遇到恐慎之事吋說:

戶I~~.J叫悟~'.J ~\k..J句品6-4弘凶 I~I 鼎鼎 j~'

ω沾沾~ 61 心I~ ~ j~l.J‘ω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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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著真主完美的言辭祈求真主保佑我近高他的

情怒，懇切及他的余仆的仿害，保佑我遠高惡魔的作祟

述惑:主啊!求您保佑或不要遇見他們。" [u..:J]

5一又況:“堆在遭遇不幸肘說:

1浴 d 4134,;M JvJW 持.1J1 心品~IJ~! ~!.J ~已!

峙la

4我們碗豆定自于真主，我們硝5定要回蚵于他，主啊!

求您使我]A中得到回賜，給我替換比他更好的，0"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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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 :;包 r 他t6-.f車行 r

@一

1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安)喜炊在周四的清

晨卉始旅行。

2-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喜政有人夜陶

獵自雄行，他付灰穆斯林一小人旅行。

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旅行者如

是三人以上就要以中造一小張責人。

4一對他(腔、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學穗在坐輪上

肘，就贊主至大三遍§i ~1 ‘~l ~1 ，y，S"i 必然后念

ω凶泣 lAJJ J! 的臼j，):. aJ \且t=.:'1沾自主::..... '1~' 已叫一

“贊主超絡，他只 l我們馴服此物，我們滑它本是充

能的，我們必定自于我們的主。"然后況:

~:; t=. J晶晶 ω ，~ji:iJ I.J ~I I均以凶 J此!JiJaii1

，~晶11~~~1~1 卅11 ‘心de. .,l=1.J t~ UJt-.心~diA持.I u

L泓I e)心I.J U~~ 必".QI 站.!3 1 州'vi 峙垃JI.j

“主啊!求您賜我在遠吹旅行中行普及敬畏悠，做

您所喜愛的事。您啊!求您賜我們旅途較松、容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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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程。主啊!您是路途中的同行者，我家人的管理者。

主啊!求您在推途中勾我們悶在，熙、看我們的家人。)

返回吋增加一句:

ω以平U;;ωψω~ω♂

“我們是返回米的人，仟悔的人，崇拜，贊美我們

主的人。" Krll

5一每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登高肘就贊

主至大，下至山谷、腹地就贊主超絡(如上下接梯，上

下坡〉。曾有一人告訴他:“我想旅行。"回答現:“我蠣

咐您要敬畏真主，每吹登高吋就要贊主至大。" K"4-.中2

6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黎明，准各

旅行肘，就說 z

時b 誌;as'.，司令 I~~..) 心品"舟山勾心 1 戶db」谷一

J也1 臼 ~4t站已

“昕者昕到文才真主的贊美，他又才我們善意的考墟。

我們的主啊!勻我們同行吧。 " [r]

7一每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辭別准各錄

行的三是伴〈祈求真主喜悅他們)吋況:

勾心!Fd13主'J &'t.tJ為~~I 色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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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你的倌仰、{信吉物和你所{做故的錯果交付于真

3主三。 "K中

8仕一又混: “主豈§{;妳忽f官伯f] r堆住到一令地方， 就混:

胡志L. ~~ρ山晶晶1 中叫勾 j.#- ，

“以真主完美的言辭，我祈求他保妒我通高他所創

造的彷害:就沒有什么能仿害他，直到他高卉。 " [r]

9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出口人亦完

事后，庇恩快返回家人身迪。

10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女子在沒

有直系若是厲的陪同下狙自出fl旅行:哪怕只是釣 1 . 6

公里的路程。注禁止出口人把《古竺詮》帶到非穆斯林

的囡土上。這祥做，是袒心散人得到《古主詮》而褻沒

它。

11一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穆斯林在

有能力迂徒的情況下，仍勻多神教徒朵盾。他說:“我

勻所有和多神教徒混染的穆斯林元美系。" ['孔令.山.中...)]

又說:“堆勻多神教徒一致，和他居住在一起，那他就

如多神教徒一祥。" [..)]

1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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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 a一方迂徒而旅行;b一方蚤識而旅行一一遠是最好

得一科; c一方傲自IJ朝而旅行; d一方戰兢而旅行。

13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肘，短本L

四拜的主命拜， h人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出友

到返回肘都只札兩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只札主命拜。除了晨扎的兩拜圭行和威特示沒有放奔之

外，不幸L其它的主行拜。

1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曾方穆斯林

規定可以短札和升帝的旅行的路程。

15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在旅途中騎

著坐椅并札:也不曾在到迷某地后逐并扎。只有急看起

路，或扎拜吋間已到肘才合并扎。如果是在太阿偏西之

前扇程，就推退蝸牛Lo 對他在某地停下吋，勻哺午L3f:扎。

如果他在太陌偏西后才功身，就先札日向扎，然后再扇程。

如果路程緊迫，就推辭昏扎，到霄扎吋伺勻霄札并扎。

16一旅途中，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坐在

坐騎上午L白天和夜晚的副功，朝向坐椅的所行的方向。

用眼神示意鞠躬、叩失，叩~的眼神低于鞠躬的眼神。

17-他(應全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青月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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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有封藹，并注余三是|寸弟子自行逃擇。

18一大部分旅途中，他(思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穿著“混法" (指益注腳躁骨的各科靴、皮抹、不透

皮妝的妹子〉

19一如果旅行者高家肘間長，就禁止他夜間敲家1'1

避家。

2。一又說:“天使不陪同有狗或帶特蝕的放臥。" [~]

21一道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放旅行中返

回肘，先去清真寺札兩拜，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孩子們舍去按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22一道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家人回來

肘，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合調抱奈吻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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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五....:絡為，用鳴、報曾為人

l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慈是給自己配藹，

并命令生病的家人和成主f]弟子(祈求真主喜悅他們)

也送祥傲。

2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真主降下

某手中疾病的同吋也降下了它的解罰。 " [tll 又說:“真

主的仆人啊，你們生病了就要治斤。" [勾心心.~]

3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治病的方法有三

科: a一用純草動治病;

b一周天后的高方治病((古三銓》、祈禱);

c -兩者兼用。

4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用酒和污秒

物作對治病。

5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探望生病的三是伴

〈祈求真:主喜說他們)。他曾探望服侍迫他的沈太教小

孩，他那多神教徒的叔父，并又叫也1月宣伶伊斯主教，結

果，沈太教小孩皈依了，而他的叔父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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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靠近病人，坐在

其~部側站，洶何他的情況10

7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不曾特定探望病

人的肘惘，穆斯林可以在白天夜晚，任何吋候探望病人。

)I":他( .Jl，!t l軍稽之，界131:"客串串侮J 用草草書培Jlf: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悅:“熱病的熱

是火獄友出的熱情，你們用7](澳夾它。 " [J]

2一又說:“你們堆得了熱病連續三天三夜在黎明前

捨他混涼水。"

3一道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得熱病肘，就

叫人送一袋水，以~沒下，然后沖澡。曾有一坎，有小

人在他面前多吹提及熱病，另外一小人買了它，先知(慮、

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不要尊它，它能象火溶

化缺渣一祥清除罪惡。"[均1

4一有小男子又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混:

“政兄弟的肚子不舒服，(又有一恃述:他比弟海肚)0 "

先知(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捨他吃蜂蜜。"

[J] 他用蜂蜜和水修一一，在、唾液然后飲之。

5一有一群剛到菱地那的人抱怨肚子月中脹，他(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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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你們去喝施舍的駱駝奶和

尿。"那些人照做了，很快就恢愛了健康。 [J]

6一對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在鳥侯德鐵役

負街后，法圈妾(求主專悅她)把一袂草席:燒成灰，抹

在其街口上就止住了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蛤鳥白耶﹒本﹒克永拜派了一位監生，區生切汗他的

一奈銓豚做了火斤。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

“有三神方法可以治病卜喝蜂蜜; 2一放血; 3一火斤。

我禁止我的民余用火斤。"

又說t “我不喜攻{故火乎1" [t3]述指把火?于推退到

美鍵吋才使用。因均火乎于金加劇疼痛。

7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做放血治汁。

給放血人個金。并說:“你們做得最好的治好就是放血。"

!L.:;] 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受戒期間因

失疼而放血，也曾因骨~疼在臀部放血。他(廳主賜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在三赴放血:肩牌和脖子兩側的靜

脈赴。當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被人投汁吃了

下毒的羊肉肘，在府H申赴放了三吹血。并命合美|、1弟子

(祈求其主喜悅他們)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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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每豈有人抱怨失疼肘，他(廳主賜福之，并使其

平安)就含混t “你皮i亥放血。"只要有人抱怨胸疼，他

(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況:“用海納染腳。" [.311

9一《缺勒密日至引 II集》氾栽了:先知(愿、主賜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女仆塞來妾-%姆宋菲示的伶述:“他只

要得了瘖或被刺扎了，就抹海納。" [w]

10一又說:“羊尾穆唾被每天服一荊可以治坐骨神

精。"

11一在淡及便秘及其治斤方法肘，說:你們要使用

尖卅番海樹和小商番，除了死亡，它可以治百病。E均1

12一又說z 你們最好的眼影是伊斯米縛，它能明H

t乏隨毛。 E句d

13一又說:“堆每天早上吃七顆阿里也椰蔥，一整天

都不合受到毒和邪木的仿害。"K~]

10一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況:“你們

不要強迫病人吃喝，的繭，真主賜他們仗食。"

15-過芳、海伊班息服炎吋，先知(晨5、主賜福之，并

使其平安〉吐他只吃几顆干椰惠。阿里患眼疾吋垃他忌

食新群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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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在螞落在你們堆的器血中，就把它浸入

被体之中。的碗，它的一只翅膀有病毒，另一只構有解

訝。 " [t]

17一又況:“帶數皮礙制的菱于是治心病的良弱，能

解除一部分忱愁。 KJ]

18一又說:“你們要用黑子，的碗，除了死亡，它什

么病都能泊。"K~]

19一又說:你過象躲避獅子一祥，躲避倩染病。“不

要把病人帶到健康人那JLo" [J]

2。一賽格夫使閩中有人患了伶染病，先知(愿主賜

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派人告悅之t “回去，我們已接

受了你的宣誓。"[~]

@捕民處閱單曹:T培佇((齒，真籠》學自軒特J

1一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乞求真主保佑他

兔遺精夷、毒自良的彷害，并命令余人用《古主銓》保妒

自己免遭毒眼。他說:“毒眼是真的，如果說有什么能

超泣前定的活，那毒眼就能超泣它。對你們i在被要求必

頌洗大淨肘，就要起黨洗。"[(']

2一他(應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看見一女孩膛



一斗穆罕鼠也間品的精..~ @一

上有紫斑，就說:“你們方她念求妒河治斤，她被精美

看怯了。" [13]

3一有一至伴(愿其主喜做他〉用《卉端章》治好蛇

仿，先知〈廳、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向他:“你怎么

知道它能治病? " [13]

4一有一男子告訴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

“昨晚，我被蝸子蠶了一下。"他混:“如果你入夜吋說:

JI主lA~~ρ山訕訕戶叫勾j~'

‘我先若真主全美的言辭保妒我他所創造的街

害。'他就不能妨害你。"[("]

c..:藺草開信會培佇買賣:

每豈有人向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訴苦病

痛，或是受了銜，他就把食指放在地上，然后抬指現z

l3jJ 乙~~ ~ω~~再也注司為2 心~') ~'jJ~\門

“奉真主之名，我們的大地之士，兜著真主的意欲，

用我們人的唾液治愈我們的病人。"[J]

5一曾有~..._..位圭伴(愿真主喜悅他)抱怨身上的疼痛，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說t “把你的手放在你

疼痛的地方，說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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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t:a.r-J ~f L.~~ ~:，過i.J ~I (~j$-f

“先看真主的威力勾大能，保佑我兔遭我投現的和

我所提 l坊的惡魔的仿響。" [r- ll

他(愿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曾方家人治病，用

右手提摸病人，說:

，~~~t.1! j:.心 u ，~自ll~' 心l-J叫4t l 叫1 叫且1 沁沾.1H

Ld:.., ~~品~'i 忌島主

“主啊!世人的主，求您消除病痛，求您使他痊愈，

您是使人康寰的主，只有您能僅治病痛。 " [J]

每對他(慮、主賜福之，并使其平安)吋看望病人，

就說:

凶手w. 6' 沾戶 LJa心 U

“沒美系，如果真主意欲，它可以清楚罪惡。" [t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