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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峙4揖.....，~看，

穆揖哥拉....間站益事

“穆a哥拉牟.間越益事，曾在全縛~楊文化、

提高穆揖轉化義飽金此文化...盾，-it穆街蟀每#司，

a哥拉了'if唔，扎根真正崎伊』層單，足4伊輛且色的真 iii

呵，宅，已;Y:~Jl:A.'"之峰，是;Y: ~JlJll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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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普慈眉會露面§其主之名

一切贊頌全但真主，我們感謝他，向他求援助，求

他恕燒我們，引領我們，保妒我們不受自身貧性及惡耳

的街害，真主引領堆，就設有任何人能使他再述誤:他

便確述漠，也投權能引領他;~作証z 除狙一元二的真

主外，金色完座受崇拜的主z 我又作直z 穆罕默德是真主

的仆人和使者，厲害、清高倚大的真主賜福他和他的家屑，

余至叮弟子，以及所有覺著正文追隨他們的人。

肘值吉祥的青月來1摘之時，我們方奈愛的穆斯林兄

弟的提供以下几篇文章，折求清高的真主使拉伯的工作

是虔誠均主，符合他的法律，有益于他的仆人，他輛是

慷慨的、尊貴的主，

第一篇z 青戒的法律依掘，

第二篇z 封裔的哲理和會文。

第三篇z 有美病人勻旅行者封帝的裁抉。

第四篇z 杯青的事頃，

第五篇z 台拉威啥〈間歇拜〉。

第六篇z 天深及其意J/..o

第七篇z 可以享用天深者。

第)\.篇=卉青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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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攝轉轉.韓

根掘清高真主的設典、及其使者 (I鶴〉的《蓋到 II»

和穆斯林大余的一致公抉宜裳，“敕菱丹"月的青戒是

主命。

清高的真主說 z

~~~JiI Js. ~"~ω 尚品~''pT 以'，~'f \!.
yfMb2iMJiLeJYiaaJ 尚且~，s- ~~句“旬.~戶戶主，

》 ψhsab d》 }aiMt戶戶以凶手\Ai，訕起 3祉，以， J$.J
巫山自ddd這 buh1QJjyfd1bQGh;晶晶，以話品~lOJ!戶-

i~ ~Js. jf i.尚且~~~Jμ4凶1 毛主且崢 ο迫。這三I'J 4$斗1

油II)戶)圳1 心主品)μ31戶 lt; ~J 凶I~品supfpgb2

[(185斗83) 划仙】心J~“凶舟共ω~>

E信道的人的啊 i 青戒已成方你們的定制，我如

它曾方前人的定制一祥，以便你們敬畏，故你們過常

戒有數的若干日，你們中有害捕或旅行的人，對依所

缺的自殺朴膏，誰以青或者，~紡摺廳，即以一餐飯，

施蛤一+貧民，自愿行善者，必義更多的善扳-青戒

對于你們是更好的，如果你們知道-s兢瓷舟，月中，

弄始降示《古主經)，指辱世人，昭示明缸，以便道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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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分別真蝕，故在此月中，你們鹿三告奮戒草書摘

或旅行的人，對依新缺的日數扑膏，其主要你們便利，

不要你們困瓏，以便你們扑足新缺的日擻，以使你們

贊頌真主引學你們的恩籠，以使你們感謝他0) CD

主的使者〈聽鞋〉混 z “伊斯主是被建立在五項基

磁之上的，作量E: 除其主之外，絕完真正直受崇拜的

主宰 z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z 力行拜功 z 交

鋪天課 z 朝觀天房 z 封 4贖菱丹，月的藉，"@

穆斯林一致公說 z “敕菱舟"月的青戒是主命 e 堆

否訊、“敕菱丹"月青的主命，權就是按教者，就是卡費

鼠，要求他必須悔改，如果他悔迂自斬，而且承說“職

愛丹"月爺的主命，就原諒他，否則，則按卡費力之拳之。

“賴菱丹"月的青戒是在迂鍵的第二年被制定方主

命的，主的使者 (I獸〉封了九小“顧委丹"月的青戒。

“敕菱丹"月的青封于每一位成年的、理智健全的穆斯

林都是主命。

青戒滑于否說真主的人不是主命，即使他封青也不

舍被接受，直至他加入伊斯竺。青戒滑于 JL章也不是主

命，直至他成年 e 男于則以間精十五~、或長出胡須、

或遺精等，作方送到成年的綜志，女子則以來月室主萌定

Q>(黃牛章》第 183-185 可言

ill (布睛里是當II集》和 4穆斯林至引II集).阿布社控﹒本﹒歐費品的持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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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 JL童何肘出現述其中的任何一科成年的赫志，那

么，他磷己站到了成年，但是，如果孩子有能力，在不

合受到街害的情況下，~了培莽他封裔的耳慣，可以命

令他封膏，帝戒財于瘋子、大描失常等失去健全理智者

不是主命，根揖送些，海戒財于那些老近視胡活的人也

不是主命，他也不必一定要供努人吃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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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It香甜種種唔，令dl.

在清高真主的美名中有“明哲的"遠小尊名，“胡

哲"具有明智的屬性，明智就是精通所有的事情，把每

件事情都安排在它各自的位置上，在清高真主的美名中

的送小尊名要求真主所創造或制定的一切，都有他崑薯

的哲理，明白者積已明白，充知者稱已充知。

其主方自己的仆人規定了青戒，在其中有棉大的哲

理和丰富的會叉，在其哲理中有=它是一神功傻，人的

以此方了接近自己的莽主，而放奔自身所喜愛的飲食和

房事等等，以便義得主的喜傲和永久的成功，以此闡明

他遍擇了自己莽主所喜愛的，放弄了自身的各科嗜好，

造摔了后世里永恆的生活，放弄了今世中短臂的浮學e

在其哲理中有z 如果封育者履行了青戒中的各項文努

肘，那么，崙戒就是敬畏真主的因素之一。清高的真主

說=

戶居~~..u， Js.~ " f~' 尚品 ~'pT~Ji，咄逼，

叭的) :~T i，.，i.h] 心戶戶，

E信遁的人的啊 I 青戒已成均你們的定制，就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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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Jg前人的定制一祥，以使你們敬畏，】@青戒者奉

命敬畏尊戶的真主，就是服]A他的命令，通高他的禁止，

遠就是青戒最大的目的，它的目的絕不是折磨青戒者放

奔飲食和房事，先知穆罕默德 (I部〉混=“當主設有放

奔競育和非法的行舟，他就設有青藏，因海真主不需

要他放弄吃喝-n@

“龍宮":所有被禁止的現謙、背談和辱噶等等非

法的吉器。“非法的行舟、一切仇視的行均一一背信奔

又、欺騙、打人和侵吞他人的財戶等等。收昕被禁止的

音眾和彈奏眾也屑于非法的行方，因方它厲于送些娛眾

的工具。“完知":就是愚昧，即在言行方面偏高正道。

如果帝戒者遵循送帶銓文和《至型的的要求，那么，他

的青戒就是教育自身，培莽高崗的情操，~青月結束之

后，青戒滑他有看里著的影哨，体現在其身心、思想品

德等方面，在青戒的哲理中有z 富人挑調到真主賜予他

的恩惠，清高的真主硝已使他容易地表得可口的飲食和

美瀚的婚姻，根搪真主允i午他的途徑，賜予他容易的能

力。他感謝真主的逛一恩典，M.而氾↑乙起那些是沒有能力

裝得它的貧困的穆斯林兄弟，他就金慷慨大方的施舍和

行善。在其哲理中有z 鍛嫁克己和控制自身，直至有能

CD (黃牛章》第 183 哲

ill «布暗里蓋到II集》和《艾布拉吾體主型II~龍)，艾布胡華輔的持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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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屁幫它謀得今后兩世的幸福和成功，通高屈服私欲。

在青戒的哲理中有z 可以表得件多健康方面的會文，在

固定的吋間內減少食物，使消化系統得到休息，消除体

內有害的況援物等等。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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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島

C(~為~.fJ"符舟-It誨ttl 義旗

清高的真主混z

b 凶1 共!Wt ~';rf~~以:u，j):-~ Jf ~寸~\S" ~J;'

[(185) :~T i~\] 唔已必再 aej

E害病或旅行的人，過依昕缺的日數朴帝，其主

要你們便利，不要你們困雄0] <D

為人學劫持神，第-:伴隨著不間斷的病症而沒

有能力青戒者，沒有希望能治愈的病症，如癌症等。青

戒財他并不是主命，因方他患有尚且充法治愈的絕症，

使他沒有能力封焉，但是，他可以每天供一小努人吃飯，

要么是根掘天教把努人聚集起來，快控他們生活飲食，

就如艾奈斯﹒本﹒耳立克(廳、主喜，說他〉在老迫之后的

行方一祥。要么是根揖天數倍每小男人分 0.25 沙阿@飯

食，意思是錯每小旁人分 510 克上好的飯食，最好帶有

肉或油脂，老迺体衰充能力封育者也是如此，每天供座

一小努人吃飯。

第Za:堆患有可以康愈的急病，如 z 友燒以及美似

。《黃牛章》第 185

@容量草位，均 118.8 告升

·14·



.....提....A.....
的病症，封于遠矣搞人分均以下三神情況 z

.-神情 ~t 青戒封他并不困雄，也設有街害，在

遠神情況下病人必須封膏，因方他設有不封裔的理由，

.=-神情 ~t青戒使他感到現賈偉，但并不舍街害他，

在遠神情況下，病人封青屑于可憎的行方，因均在他感

到頭瓏的同肘，又偏寓了真主滑他的特詐。

第五神情~:青或不金使他受到街害，如果封青金

辱致他受到妨害，那么，在這神情況下禁止病人封裔，

的礦，清高的真主說 z

[(29) :勾~ ，.~I] 4(句Jh訕訕訕沾沾可心血泊，

【你們不要自系，其主胡是特恤你們的，】@

又說z

[(195)划 i.;i.，Jl] 你崢11 ~Jf.i融心悅

E你們不要自取東亡，】@在《蚤1111» 中提到，主

的使者 CI鸝〉說z “設有優害，就不全受到街害，"@

伊耳目脂~混=“述段《至引II» 有t午多余持述錢索相互

(1) (個女章，第 29 哲

iZl (費牛章，第 195 常

~ (伊本耳哲蓋制 l鼻，和《啥克本是當 II攏，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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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它的會叉，知道青戒舍街害到封育者，要么是痛人

自身感到的街害，要么是銓磕丰富的監生告知財病人舍

有的街害，病人在遠神情況下所卉的青戒，在其康寞之

后，他只需要逐朴自己卉帝的天數而已。骰如在他康隻

之前就去世了，他也就失去了注朴的机舍，因方規定他

起朴所欠缺的日子，但是他沒有趕上那些日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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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舟 ~'6 tI‘鑫

第一z 旅行者的目的是渴了把旅行作方卉青媒介，

在遠神情況下，禁止他卉帝，因方封真主的定制使用手

段，并不能使其~除。

第二z 旅行者的目的不在于此，其才于旅行者有三神

狀況z

第-特彼此 2 青戒使旅行者感到特別的現雄，在遠

神情況下禁止他封育。因方三5年先知穆罕默德 <J輯〉

是封著青參加的“先隻搗役"，對他帶知人們因為封奇

而感到XR5I盤，并且都在現看他特怎~傲肘，于是在哺

札之后，他命人拿來一杯水，并三告余喝下，有人對他

混z “部分人萌己封育了，"先知混=“他們是一些連背

的人，他們是一些違背的人，"@

..且特拉~:青戒使旅行者感到現雄，但并不金街

害他，在遠神情況下，病人封青屑于可惜的行舟，因均

在他感到頂禮的同肘，又偏高了真主河他的特詐。

第主神情«a:崙戒不金使旅行者受到街害，在連科

(J) (穆斯林至當 II集恥賈比品﹒本﹒阿布社扭的持述.譯者注 z 樹他們是一些連

背的人，在迪里指的意且是蚵果青藏封旅行者有信害，或者是捕他們奉命對讀

汗膏，但是他們迪拉了命令.

~ 17 ~



.;I;-"lII幌..-'r7 .A..晶，

情況下，旅行者可以進捧封自己最容易的事項一一封青

或卉育，國方清高的真主說z

[(185) 划圳，]唾凶J'~.~; ~J 凶1 在長過1 》學

E其主要你們便利，不要你們因薄0) CD遠里的目

的是喜愛，如果封音或弄青封于旅行者沒有區別，那么，

封青最好，因方先知穆罕默德〈聽單〉曾經就是遠祥做

的。

就如在《穆斯林蓋到II集》中提到，艾布戴力之迷易(慮、

主喜視他〉的持述，他說z “我們曾鐘在炎熱的青月里

勾主的使者〈言難〉一起外出，由于天『迫于炎熱，義

的中有人甚至以手遞悶，章時在我們中間只有主的使

者(言語詩〉和阿布杜拉，本，栗瓦啥是封裔的人。n@

...椅舟 z 就是對他旅行高卉自己的家固直至返回，

即使他在旅行地居住很長的肘間也要!只要他一直拳意

在旅行的目的結束之后不合居住其中，都i午可他旅行的

方便，即使他延長在旅行地的期限也要!因均在《蚤i)J1»

里設有提到先知穆罕默德仔鸝〉硝定旅行的結束期限，

根源是硝定旅行及其裁抉，除非有直E~居証明旅行的結

束，或者是有証揖較斥旅行的法律裁抉。

表得件可的旅行勻斐幻不定的旅行之間是沒有區

<i>(貴牛章》第 185 咕

=(穆斯林至到II集》

-18 -



司每d融....~嶺，

剔的，就像正朝、副朝、探坊、詮商等勻經常旅行的出

租丰司机或巴士司机之伺設有區別一祥，他們何耐高汗

自己的家圖，他們何肘就厲于旅行者，允祥他們就像允

許其他的旅行者一祥一一“賴菱丹"月卉焉，四拜短*L

方兩拜，在必要的肘候允帶他把哨札勻哺扎一換并扎，

昏札勻宵札放在一接井扎，如果卉裔文才他們最容易，那

么卉青浦他們比封青更好，他們只需要起扑所欠的日子

即可，因方司机也有自己的家固，他們什么肘候返回家

圈，他們就像其他的居家者一祥，就像他們一祥完成各

項座慰的文餐。他們旅行肘，就是推行者，他們就像其

他的旅行者一祥，遵循他們所皮遵循的各項文勢，

-19-



尋峙~"'.A.晶，

第四為

妹蠢"1 讀

e眼看』翰，項唷 c吽 r

第--:j.事。封育者在白天的任何財候同房，都

舍破杯他的青戒。如果是在“敕妾丹"月的白天，青戒

是主命，他必須因自身犯罪的行方而交納戶葷的-ro麼一

一釋放一小女奴，如果他設有能力，那么，他鹿三且連接

封兩小月的青戒，如果他運是沒有能力，那么，他座車

供座六十位貧勢者吃飯。如果崙戒財他不是主命，就像

旅行者封著青勾妻子同房了，他鹿三告起朴青戒，不需要

交納胺金。

第J:-:tI向海、或接吻.義制~.f"色的時苟，作

為追捕。如果封育者接吻，沒有遺精，并不杯焉。

第五 J 吃喝。食物或飲料到站腹腔，元洽是道主立

嘴或鼻子，也不治它是任何食物或飲料。禁止青戒者把

蒸汽的姻寡吸入腹腔內，因均達科姻霧里有鈍掙的蒸汽

水。至于伺忱美的是可味，則完妨禱。

-20-



..'"租一-4lfr .A.晶，

..... ...~&o 包含有=例如曹莽針，它足以代

替吃喝，至于非當葬計水，不金杯青戒，完槍是逼迫靜

脈注射，或者是肌肉注射，

，.A:....嵐清眩，以此美推，抽血等所有美似放

血佇法而影喃身件的事工頁一至于渴了化撞而抽少吽血，

以及美似的事項，均不杯育，因方它不合像放血汗法那

祥辱致身体衰弱。

第~.: .....唔唔益。意思是故意把胃里的飲食吐出

來。

第 c: .種義，.血。

4t吾吾舟是1l;f-4于..!.~、各吽晶持香r

，--:封育者知道法律裁抉，清楚肘肉。

第~:氾s尪清楚。

第五r 有造揮能力。

骰若封育者接受了放血17法的匿泊，他說方放血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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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胡:育，那么，他的青戒是正碗的，因均他不懂有央音

戒方面的法律裁抉。的嘯，清高的真主說z

c.,atja.~'] 4肖，，1i~必~L.瓜，如~，'-品tu--站~~.

[(5) :~l

E你們所淚犯的事，封于你們設有車道，你們aT

故犯的事，就不然了，】@

清高的真主又說z

【(286) 海~i~\] 制叫到心.J"1 t勾心甘 峙，

E麓的的主啊!求您不要每摺我們，如果我們遁

志或續喂，】@真主說 z “我的鴨設有恁詢你的。"在兩大

部至當II集中持述，阿迪云﹒本﹒啥提慕(廳主喜做他〉

曾鐘在枕丟下放黑白兩根繩子，他吃封青傲的肘候看看

它惘，道他看清其中的一根肘，他就停止吃喝，他主人均

那是《古竺銓》文 z

的加拉訕1臼心論:峰Jt 伊拉品占 1品卦。，~:，語

[(187) :4t\ i .,;JI] 41f'»且 1 臼

E你們可以吃，可臥吠，至黎明財天迪的黑錢和

自錢財你們截然站 1分】@的意思。

然后先知穆罕默德〈摺腎〉財他說 z “那擋的是自

<D (同盟軍章，第 5 可言

~(貴牛章，第 286 唔

.(貴牛章，第 187 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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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黑夜的分明，"@并沒有命令他注朴。骰若封青者吃

封青飯，說均沒有到前育的肘f旬，或者是試方太間已經

落山可以卉窩了，但后未友現事~并非如此，他的青戒

是正嚼的，自治他不知道肘惘。在《布哈里至引II集》中

恃述，艾布自克郎的女JL阿斯為〈廳主喜位他個〉現z

a在先知穆罕默德 c:器告〉肘代，有一天云屠遮住了太

阻，麓的說均到了卉寵的肘伺就弄了膏，然后太陌又

出現了，"@假若對肘注朴是主命，那么，他〈喜鵲〉一

定金闡明的，國方其主方他完美了述+信仰，假如先知

(I器〉闡述了它，那么，成至1'1弟子一定金引用它，

因方真主負責保妒伊斯笠，造成主1'1弟子沒有引用它，

我們知道先知〈錯酌設有闡述它:主的使者沒有陶述

它，那么，我們知道它就不是主命，國方i午許多多的理

由都証明了引証它的重要性，不可能忽視它。假如青戒

者由于忘氾了自己是封青者而吃了京西，其青戒不杯，

因方先知穆罕默德(福揖〉曾混z “權因為忘記了自己

是封青者而吃做了，那么，吐他完美自己的青戒，囡

方那是真主蜴予他的吃ito" @假如青戒者被迫吃了京

西，或者是漱口時，水不模入肚，或者是水不嗔入眼，

(j) (布睛里至illl聾，和《穆斯林基illl聾，

021 (布啥里蓋到 II集》

~(布暗里壘 illl集，和《穆斯林華胡 l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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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一正是食物不慎入腹，或者是麥迪等，在述各神狀

況中他的青戒都是正胡的，因方他設有造擇的余地。

青戒者使用刷牙棒不合杯青戒，不然，在任何吋間

內使用刷牙棒都厲于穆差 <til話〉和先賢的的行方面允

許青戒者做一些能減輕酷熱和干渴的行舟，例如z 用水

漲等。的碗，先知穆罕默德〈聽聽〉曾銓因方封青吋的

干渴而往自己的美上混水。伊本歐菱永〈愿主喜悅他個〉

曾封著青把衣服弄糧，然后把它按在身上。送些都是真

主意欲使我們容易的事情，一切贊頌全阻真主，他賞賜

自己的恩典。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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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t_.-....早

..........嘻 r 在青月里所集体扎的夜間拜，它的

肘間是JA宵札之后直至黎明前。先知穆罕默德(摺告〉

非常喜愛札夜間拜，他曾說z “權虔誠敬意地、方了接

待回路地扎了 4茉菱丹，月的台拉成啥拜〈間歇拜)，

那么，他以前所有的注緒都被燒恕了，"。

在《布哈里至引II集》里提到，阿依務〈愿主喜恤她〉

的待述，有一天深夜，主的使者仔語驚〉在清真寺里札

間歇拜，許多人都跟看他札拜z 第二天夜里，他在清

真寺里札間歇拜，清真寺聚集了更多的人跟著他札拜z

在第三天和第四天的夜里，人們都聚集在清真寺里，

主的使者 (I攝〉設有出來帶頓他們札拜，過黎明未給

后，他出來帶著人們扎了晨扎拜，札完拜之后，他混z

a說碗己看見了你們的行舟，設有任何事情阻止我宋

帶頓你們扎拜，但是，我害怕台控成啥拜金成方你們

的主命，"對肘是在清月里，@

按照至行台拉威哈拜方十一拜，因均曾詮有人淘伺

(j) (布睛里至也II集》和《穆斯林基督II集》

~(布暗里是到II集》和《穆斯林牽制l集》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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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廳主喜位她):“先知 (I鵲〉在青月中是怎祥

本L夜間拜的? "她說=“他完槍是在青月越是在其它的

月偕中，都不合起社十一拜，"∞在伊耳目耳立克的《穆

方泰瞎》中提到，歐賣力之﹒本﹒汗塔布曾銓命令歐班

耶﹒本﹒克阿拜和泰米米﹒站力帶著人的扎十一拜，

如果超迂十一拜，也設有街害，因:tJ曾盤有人失于

夜間拜清教先知穆罕默德 (I鶴)，他混z “夜間拜是兩

拜商拜地扎，如果你們唯害怕失去晨札拜，他就札一

拜威特危言錯束他的拜功-n@但是遵循《至1)11» 中所提的

數量s 在不使人們感到困瓏的情況下，媛慢而長地浦樓

《古主銓》文是最貴重、最完美的。

至于部分人注于匆忙的札拜，是通背伊斯立法律的

行方，如果他在札拜中疏忽了盎然或要素，其拜功元效。

i年多領拜師在本L台拉威哈拜肘迫于匆忙，遠是未自

于他們令人的錯淚，領拜師不佼佼是方了令人札拜，他

也是方了令人勻帶看他人而札拜，就像管理員，他必須

做出最有利益的事情，掌者的提出 z 領拜師勿忙地領拜

屑于可僧的事頃，因均速科行方阻止了跟拜者座至2履行

的功修，

人們底改渴望札台拉威啥拜，不要因:kJA遠座清真

CIl (布睛里量制l集，和《穆斯林牽制 l攏，

II (布睛里壘珊梨，和《穆斯林基當II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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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到那一座清真寺而失去台拉威啥拜，權同看伊高目一

起札台拉威暗拜，直至本L完，他就可以裝帶札夜1月拜的

回賜，即使他在本L完台拉威啥拜之后就睡賞了也要!如

果設有街害，女人參加台拉威啥拜設有美系，但前提奈

件是她們參加台拉戚啥拜肘鹿三皆知羞，不要里露首飾，

也不要擦抹香水。

-27 -



4峙d融.~~晶，

自J"~ J，

式傳A.l-&~

式傳r 是伊斯主的一項主命功課，是伊斯主的要

索之一，是在兩小做証Ei司和本L拜之后，伊斯主最重要的

功修之一。的繭，清高真主的控典及其使者 (I語學〉的

《至當II»、穆斯林大余的一致公抉，都証明了它是又不

容碎的取責。權否已人它，堆碗己背叛了真主，硝巳背叛

了伊斯主，他鹿三告悔述自新，否則，可禁之。堆因吝音

或克扣天澡，權就是不文之徒，座豈遭到真主的懲罰 o

清高的真主現z

訕訕t+! 1品~~ω油井口1句ω鼠忌MhUAbP

ιjAJ~r.J ρ1泌.JI~'~鈍，弘頃3I~這何 I~ l:. (:at訕品，站J~

[(呵。) :1tTω'rs- JT] 4~Do尚3句也I:'

E吝惜真主所燭的恩惠的人，絕不要說均他們的

吝惜，封于他們是有益的，其裳，那對于他們是有害

的z 愛生日，他們所吝惜的〈財1'=)，要像一+項國一

祥，套在他們的頭頂上，天地間的過戶，只是真主的，

其主是徊知你們的行洶的.] CD

0>(伊揖主的家肩章》第 180 哲

·28·



而每4祖，.-峰-*-晶，

在《布哈里至引II集»里提到，艾布胡某賴(廳主事

說他〉的倩述，主的使者〈館臨〉混=“真主賜予權財

戶，使他生活富裕，而他不交鋪天課，愛生日，財戶

就像一奈堯余的排蛇〈暗喻它是最毒的蛇)，口里有商

顆毒牙，蛇蜂蜜地鐘聲她的脖子上說zs我就是你的財

戶，我就是你的室藏'，"@

清高的真主昔t:

山自t CJt，到ω臨時jll:' .J州注19bj1AI 泌1\毒品收

均 ζ~t:' ~心1ω指按:勾心如"CP CJ.jJ諾，‘~恥

肖干.PC.J~♂肖做，叫1Mhph》請手.11，必M~ t+J卓越

\A l.,i.,:,i~~ ffJl' L. t:»a ~:U惱泊JA3 泊A1學~~訕

(34-35) 划~p，] 4fω演ZH且

E害藏金喂，而不用于主道者，你鹿三言以痛苦的

刑罰肉他們擺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喂放在火獄的

火星儷缸，然后用來烙他們的前頓、肋下和背脊，遠

是你的方自己而害藏的金喂，你們嘗嘗藏在書里的東

西的道味吧，】@

在《穆斯林差官 II集)}里提到，艾布胡某敕〈廳主喜

恤他〉的倩述，主的使者 <I器腎〉混=“儲藏金銀而不

交銷其天謀者，愛生曰:宋 I蝠吋，要把那些金銀放于失

([) (布睛里蓋幫 II聾，

~(仟悔章，第 34-35 哲

-29-



聶衛←.J/It(，...... .JI:..塌，

獄的火里燒缸，然后用來烙他們的前頓、肋下和脊背z

每過它涼下來肘，又重新麓祿，那一天有五方年長，

直到真主判抉他們的對宿，要么是天堂，要么是火獄。"

@

天謀在教1'1、道德、和社金等各小方面都有著件多利

益，我們提出以下几~:

fltJ毒面的轉益 2

1.履行伊斯主的要奈之一，仆人以此可以技得今后

兩世的幸福。

2. 天深可以使人的接近自己的莽主，增加信仰。所

有的施舍都是順]A真主o

3. 可荻丰厚的撤酬，清高的真主說z

唾pdJSS;jSMJYAill- 戶已:.:.It lIi:JiJ 心1 過1 滸忌，

(276) :~T i~']

E其主攝寺利息，增加廢物0] @

清高的真主又說z

6tt ~I'-J ~，海 J詩~~叫.ill J\注1~滋滋心血肉iT ~旬，

[(3吼叫 ~J)'] 唾ω必品l' 前過1沸必為主 ω凶手的

E你們方吃利而放的饋，欲在他人的財戶中增加

(1l (穆斯林蓋到II集》

lZ (費牛章，第276 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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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其主那里，不合增加2 你們既施的財物，欲縛

真主的喜恆的，必帶加倍的披酬，】@

主的使者 (I雷諾〉說z “誰]A自己合法的投入中施

舍了相虫于一顆椰惠的東西，因均真主只接受合法的，

那么，真主就用右手接受它，然后方施舍者培莽它，

直至它長的像一座小山，雪花如你們惆莽的小再喝一

祥。 n~

4.. 真主以看施舍消除施舍者的迫錯 o 主的使者

何能〉說=“施舍消除錯漠，就像水媳夫火一祥。，，®“施

舍"在遠里的目的=是指天謀和所有自愿的施舍。

道德毒面的轉益 E

1..天深可以把施舍者帶入具各慷慨大方秉性者的

臥伍之中 o

2.. 天課能使施舍者把財自己貧齊的兄弟具有恃偽

和同情的品性作方己任。真主慈惋伶愛他人的人。

3. 天課屑于以看財戶和身体幫助穆斯林大余的有

益的范疇，它能使人汗拓心胸，內心卉朗，人的座法根

揖自己封穆斯林兄弟有益的付出而成均受害的、懷慨

(j)(~耳章》第 39 哲

(2) (布哈里至研 l集3 和《穆斯林基 vII集)，艾布胡某賴(思主喜愛她〉的特迪

@ (腫勒祖日至官11集)，種阿草〈廳主喜位他〉的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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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 其中注有z 天深可以純浩人們的品性，通寓吝苗，

就像清高的真主所說:

邀到~，，!~~:.~仰自為詩這且扭扭~，沾iuaLb

[(103)划 4，.P'] 1f~卸~1111:' 尚品

E你道]A他們的財戶中征故販款，你倍販款使他

們乾淨，并使他們鮑諧0] CD

社..:t面的轉益:

1.解決赤貧者的需求，他們在許多園家都占絕封多

數，

2. 天深可以現固穆斯林社舍，解抉人們的需要。因

此，天澡的用途之一就是方主道奇斗。

3. 消除努人和赤貧者心中的怨恨。豈努人們看見富

人的享受著自己的財戶，而笙毫不能使他們受益，也許

富人不注重男人的杖力，不解抉他們的國潑，金辱致努

人寫他們的他怒和仇恨。如果富人在每一年初此自己的

財戶中肘他們費用座息的財戶，遠所有的伺題都得到了

解決，并且逐可以表得友愛勾和障。

4. 天深能增加財戶，增多吉氏，就像在《至當 II» 中

a>(仟悔章》第 103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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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那祥，先知穆罕默德〈揖揖〉混z “施舍不會

使錯財減少，"。意思是z 即使減少了財戶的數量，但是，

它的吉皮銓毫不合欠損，在特宋一定舍得到增加。真主

特金賜予他財戶，并在其中恩賜吉炭。

5. 它能使施舍者財源尸逝，對他交鋪天深肘，財路

自然就舍尸闕，件多人都金因此受益。不同的是z 如果

財戶只局限在富人之間這特的活，那么，努人就什么也

得不到了。

天課中途所有的利益都征明了天課是勢在必行的，

以便改善令人勻社金。贊頌鄉知的、明哲的真主超絕方

物。

4起蜻'$'iI崎先蟬，通常寺指的都是金棍，其象件是

送到浦貴，即二十令金市，二百小喂市，或者是等值的

紙市汽車送到精貫之后，必須交納2. 凹的天諜。金銀

或碎金、碎喂或首怖之間設有區別。因此，豈女人的金

喂首飾追到浦貫之后也鹿三喜交鋪天諜，即使她是方了穿

戴也要!根揖尸泛的旺措金權必須交鋪天諜，國均有寺

1'1 的《至當II»証明首飾必須交鋪天澡，即便是先了穿戴

也要!

(1) (穆斯林基幫 II攏，和 4揖勒趨日至胡 l聾).艾布胡業賴的持述

@譯者往 z 相曳于 85 克實章， 595 克懼于，其骨值座棍揖每小圈辜的市揖骨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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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如z 阿布杜拉，本﹒阿姆魯﹒本，阿說(廳主喜

鈍他倆〉的倩述，有位蚵女帶著她的女JL來于先知穆罕

默德<I囂轄)，她的女JL手上帶著兩小又粗又大的金手鉤，

先知穆罕默德〈摺單〉財述位個女說z “你交鋪述芋燭

的天課了時? "她說=“設有'，使者現z “你屆意在踅

生日真主用它錯你帶上兩+火獄中的火手偈呵? "她

取下手燭交錯使者，并混: "它屑于真主和使者的。"<I>

因:h遠是最慎重的，最慎重的事情也就是最道合

的。在必需交納天潔的財戶中運有z 商品。所有均設商

而准各的家具、汽丰、牲畜(駱駝、牛和羊〉、布匹等

等，都必須交納四十分之一的天課(f!P 2. 5肘，在年初

都鹿三告根揖同等的份值交納四十分之一的天澡，)t槍是

比英避肘的份格低，或是高，連是份值相等。

至于因生活需要而准各的、或租的家具、或汽草、

競藥水果等等，不需要交鋪天澡，因方先知穆罕默德

(I部〉曾經混=“穆斯林封于自己的扑人和坐請不需

要交鋪天諜。，，@但是，如果是均出租，在送到漏貫之后，

必須交鋪天澡，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金餵首飾也是一祥。

(I) (艾布述吾體畫vii集》和 4提勒搗曰:蓋骨II真》

Gl (穆斯林壘官 II聾)，艾布胡東軸的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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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t:_

可4 享用良傳舟

享用長..舟 r 的碗，清高的真主奈自負責闡明了

可以享用天碟的人。清高的真主說z

泊~~j.1，~也語詞，ω均已阱.;J，~ ftji詢訕~t凶il~

~I 前~以..11 ujl:' 御街...~:， ω且UMS》1dh

<(60) :~T~J:h] 如a~ 4b包

E販款只知于亦貧者、貧努者、管理服各者、心

敏因錯者、五力贖身者、竟能力運價者、均主道工作

者、途中努困者，遠是真主的定制z 真主是全知的，

是至害的o ] (j)

他倒是人帶A.t

第-:firt.會:at

他們是那些只有一處財戶，但是不移半年費用的，

造一+人投有足移自身和家人半年的費用肘，他就是貧

勢的人，座給予他及其家人足移一年的費用。

(1)(仟悔章，第60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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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且帶 z 會...

他們是那些有足移半年或半年以上費用的財戶，但

是設有足移一年的費用。座幫助蛤予他們足移一年的費

用，如果一令人沒有錢財，但是他有其它的取並、或工

費、或投贅，足移他勻家人一年的費用，不bY;;義捨予他

天澡，因方先知穆罕默德 (I鸝〉混=“富人X'J于天深

設有分，有能力餐會自足者封于天課也投有分'，也

.玉帶 z 營星星庫存看

他們是那些負責天煤工作的人，因家的負責人委任

他們征蚊夭澡，把天煤炭放鈴庇享用它的人，以及保妒

等等管理天諜的工作，根揖他們的工作航天課中錯予他

們工資，即使他們是富人也要!

第甜甜: ~桂圓錯身

他們是一些部落的領抽，但是他們的信仰薄弱，錯

予他們天課是免了加強他們的信仰，以使他們宣持伊斯

笠，成方光輝的楷模。如果有人的信仰薄弱，但他不屑

于阻順部落的領袖，只是普通的人而己，方了加強他的

信仰，可否錯予他天深?

部分學者訊方z 錯予他天澡，因均教汀的利益比身

Q) (艾布站哥德基當 II撓，和《崇 tp伊蓋骨II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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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利益更棉大，如果他是一小努人，給予他天碟，以

使他增加身体方面的官葬，更能增加他內心里信仰的蕾

莽，遠是最重要、最棉大的利益。

部分字者說均z 不可以給予他天澡，因方加強他的

信仰只是令人利益而已。

.且帶 2 元，贖身#

用天諜的錢果奴章并釋放他，援助過洞見，贖回穆

斯林的俘虜。

第合神 2 元龜~是4賣身

他們是那些借債者，如果他們設有能力佳運價每，

可以捨予他們天深幫助他們起清積各，充洽有多少，即

使他們航線食方面來說屑于富人也嬰!如果某人有足移

自己勻家人一年的總會來源，但是他投有能力倍迫自己

的價努，可以蛤予他足移倍起價勞的天諜。不允祥以看

本意用天課消除貧旁的借債者的價各。

如果借債方是父素或)~子，學者們封此戶生了分

歧，能可允i午錯予他天澡，幫助他偕連續努?正嚼的說

法是件可的。

允許交鋪天謀者奈自去找可以享用天課的人，對交

鋪天謀者知道借債者沒有能力倍運價勢的財候，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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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課交錯他們，即使借積者不知道也要!

...c-神 E 劫.i.e.且棒，

可以把天課給予均主道奇斗的人的，錯予他們是移

均主道畜斗的天澡，用它要方主道奇斗的器棋。均主道

奇斗起包括學司法律知棋，可以把天澡給予學耳伊斯主

法律的學生，以使他們能移以此英學耳方面的45籍等，

有足侈的錢財英掌>J桔籍的人則例外。

第'、特 2 進申 II 國看

他們是那些在旅途中失去盎費的旅行者，座給予他

們天深幫助他們到述自己的家因。

送些人，就是清高的真主在其銓典之中提到的座享

用天諜的那些人，并且告知那是朱自于全知的、至睿的

真主的命令，真主胡是全知的，是至睿的主。不允祥把

天課周到其它的地方，例如z 修建清真寺，修耕朴路等

等。因方真主是通道限定的方法而提到那些座享用天潔

的人，限定表示否定封非限定的裁抉。

道我們思考送些人肘，]A中我們投現z 他們有些人

是自己需要天澡，有些是穆斯林大余需要它。由此，我

們了解到天深制度的哲理的蒞睛:在哲理中有z 克軍力建

造平等、完美的社金，伊斯主設有疏忽財戶，也設有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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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可能建立在錢財上的各科利益，更設有放任人的自由

地貪婪和吝裔，然而，財于幸福以及各小民族的利益，

它是最佈大的准則。一切贊頌全自真主，莽育余世界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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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調

持學相A 量命。它是主的使者(:器〉在汗青令

所規定的。阿布杜拉﹒本﹒歐安均可〈廳主喜說他個〉的

特述，他說: "主的使者 (I單單〉均穆斯林的自由人或

奴棄，男女老少規定了卉崙捕。，，<D

它是人的通常所吃的一沙阿食物。艾布賽氮德﹒艾

勒胡德利(廳、主喜說他〉說z “我們在先知穆罕默德

〈擇當軍事〉的肘代，交納的卉青捐是一沙阿食物，我們

對吋的食物是大愛、葡萄干、干酷和椰專J@不允件

交納假市、床墊、衣服、牲畜的食物、家什等等，因方

那造反先知穆罕默德〈喜鵲〉的命令，的碗，先知〈聽學〉

曾混=“權做了一件句說們的教(1所不都祥的事，那它

則是受到駁斥的，"@意思是z 被駁斥阻其本人，沙阿的

容量是兩公斤四十克上好的小憂，它就是先知〈言辭〉

曾銓估量卉青捐所用沙問的重量。

鹿三且在市日拜之前交出卉青捐，最好是在卉青常的

<D(布暗里至當II集》和《穆斯林蓋到II集》

Ql (布哈里蓋世II集》

(J> (穆斯林主制 l集).是妻間飯都〈廳主喜愛她〉的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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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日之前交納它，也允 t午佼佼在可言目的前一天或闊天交

出卉崙捐，但是不允 f午在哲日拜之后交納卉青捐，因均

伊本阿巴斯〈廳主喜鈍他〉恃述的《至當 II})，他說 z “主

的使者 <I普魯〉制定了卉青措，說海封崙者注度的行油

和吉吾吾街道失， i住在札哲臼拜之前交輸了汗膏捐，那

是被接受的拜青捕，堆在哲臼拜之后交鋪宮，那只是

一神施舍而已 -n@但是，骰如在本L完哲臼拜之后才知道

是汗音可言，或者是交納卉青搞的肘向他在沙漠中，或者

是他所在的地方設有可以享用卉青捐的人，那么，允許

他在常日拜之后可以交納的吋候出卉崙捐。真主是最知

道的，應真主賜福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言辭〉和他的

家扇，以及余圭1' 1弟子，

a> <艾布挂吾禮蚤甘 II籬，和<iP車司曾壘當 II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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