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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墨寺指南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贊頌全V3~血一元二的真主，慮、真主賜福

我們的先知一一封印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賜福

之)和他的家厲，以及余圭 l、]弟子。

伊斯主朝觀宣渝金架幸地向哈吉if]簡要介招

遠本有美正朝和副朝功課的指南，我們首先功勉

自身，其吹在忠告你們一些重要的蠣咐，以遵A人

清高的真主在《古竺詮》中描述今后兩世荻得成

功的仆人所悅的:

(3:丹All) 是;:aJ'-l俠的~'-l仰的多

【并以真理相劫，以堅忍相勉的人則不

然。】 l

喔 D\)油\)內\ Js i舟山約 4頁~\)山 ， Js iy)w) 多

(2:o ..Li已\)

遵循持大真主的命令:【你們至 3 1g正火和敬

畏而互助，不要方罪惡和槓暴而互助。】 2

I «肘光章》第 3 有

2 <在席章》第 2-'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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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吾吾班主寺指尚

哈吉兄弟:我們希望你在卉始朝觀功課之前

能移看完遠本筒明扼要的小冊子，以便你正硝地

完成述項功課，真主意欲，此有特使你明白件多

伺題 o

我們向真主祈求使所有的朝觀者:朝觀圓

漏，奔走有賞，善功恩准。

.0\5'j !J AllI 掛.JJ~r叫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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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副朝和參油畫寺指南

君主要蠣咐

渚位哈吉:

我們贊頌、真主，援助你們朝觀天房，我們祈

求真主接受我們所有人的善功，賜予我們重隻加

倍的根酬。

我們向你們提供以下几舟、忠告，求真主使我

們所有人朝劉國漏，奔走有賞。

1.你們對氾住自己是在吉祥的旅行之中，目

的是表示信主、拜主拙一和文才真主的忠誠，日向座

他的考召，服狀他的命令，完美朝觀的回賜必是

天堂。

2. 惡魔是你們的宿故，你們對邊防它高向你

們，你們@造方了真主而互相友愛，避免爭辯和

犯罪，正如主的使者(廳主賜福之〉所說z

們心.J.J 抖 \.o~'J 沾 r JMJ叭"

“你們任何人都沒有真正的阻信，直至他方

自己的兄弟喜愛，就像他方自身所喜愛的那

·5·



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祥。" 3

3. 科于你們的教凡事物及在朝觀中不懂的事

情，庇主主向學者i青教，以便你們理解。清高的真

主說:

(43:~1) 要叭叭抖iJl .fill JAf ij~仆

【你們鹿三3清教潔明教誨者，如果你們不知

道。】 4因方主的使者(廳主賜福之)說:

" ..ftooU\ ~恃晶晶! \p乎勾心~.r..♂"

“真主意欲堆幸福，就使其理解伊斯竺 o FP s

4. 你們豈知道真主方我們制定了各項主命和

三是行。 堆放弄了主命功課，真主就不接受他做的

主行功課。部分朝觀者忽視了遠項安盾，在奈吻

黑石，或游特天房吋的疾走，或在伊布拉欣三是人

立足赴后面札拜，或在做滲滲泉水肘等等， j立分

的攔擠狀而仿害到其他的男女信士。上述的述些

都是三是行功課，而仿害到信士ffJ則是通法的，那

我們怎能均主行的功課而作方法的事情呢?信士

({ti哈盟主圳集》和《穆斯林亨見\III集»

4 (蜜蜂章》第 43 哲

. <穆斯林是Vl\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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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毒害現圭寺指南

的啊!你們對避免相互彷害，愿真主伶桐你們，

并給你們加倍的根酬。

具体說明:

( 1)如果有能力避兔，不允件男穆斯林在

如女旁Jil或后面札拜，元治是在禁寺或在其它清

真寺，把女座i亥在男人的后面札拜。

( 2)不允 i午在禁寺的走廊及各令 f1 口中L

拜，因方那祥金妨持和仿害迂往的行人。

(3)在捕辨不堪肘，不允i午坐在天房四

周，或在其附近扎拜，或站在黑石、或天房或伊

布拉欣至人的立足赴，阻時別人游特天房。

(4) 奈吻黑石是墨行，保妒穆斯林的尊F正

是主命o 你們不要方了主行而放奔主命，相抗

肘，可以卒于向它致意，說:“PS1~\"“真主至

大"，出未吋要慢慢地高卉游特地。

(5) 勻也1'1角正封吋說:“p5"i ~l ~~\戶"“奉

真主之命，其主至大"是主行，奈吻它并不合

法，游特者如不能摸到它，五里鍵矮游特，不用本

手致意，也不用說:“真主至大"，因方主的使者

- 7·



正、副朝和香~圭寺指南

(愿、主賜福之)沒有遠祥做述。在天房的也1'1魚

和黑石之伺念以下的祈轉向方嘉行:

喔J\fJ\ ~\品的已φ 咿呀1 品~;.. ~iJ\ J 甜的詩

(201 :0.Al\)

【我們的主啊!求您在今世賞賜我們美好的

(生活)，在后世也賞賜我們美好的(生活)，求

您保妒我們，兔受火獄的刑呀0] 6

最后我們蠣咐大家守《古竺詮》和《主

1)11»，方因清高的真主說:

(132:~'p' JT )如ρy凶J必'J 也必快

【你們三~nllJA真主和使者，以使你們蒙主的

特恤。] 7

* * * *

6 (j黃牛章》第 201 甘

7 (伊姆主的家肩章》第 132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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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香親是寺指南

違反伊斯主的事項

穆斯林兄弟!你座豈知道有件多達背伊斯主

的事項，出現最多的有十神，你道謹防之:

第一:以物配主。清高的真主說:

品);也， .'J勾心i，~4U'命~ JJ\t訕JLJ ♂4fl 多

(72:山，)吼叫iFAM心

【權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准入原因，他的

蚵宿是火獄。不叉的人，絕沒有任何援助者，】 B

向亡人祈禱和求援助，以及向亡人許愿和宰牲都

屑于此癸o

第二:堆在自己勻真主之間設置一些中介，

祈禱他們并向他們尋求說情和托靠他們，穆斯林

大成一致公主人，他硝已否主人了真主。

第三:不主人均多神教徒是否已人真主的人們，

或商他們的不信戶生悴疑，或主人均他們的思想是

正碗的，那么，他磷已否以了真主。

第四:堆相信別人的引辱比先知穆罕默德

IU草席掌》第 72 哨

·9·



正、面IJ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廳、主賜福之)的引辱更加完美，或者相信別人

的裁決比穆蓋的更美好，就像那些拋奔穆壘的裁

決而造捍惡魔的裁決逛一祥，那么，他碗是否令人

者。此科悴逆包括以下几笑:

(1) 以方人方的法律制度比伊斯主的法律

更忱越:

*或主人均伊斯主制度不通合二十一世紀:

*或主人均伊斯主制度是專致穆斯林落后的因

素:

*或主人均伊斯竺制度寺屑于人勻真主的失

系，勻其它的事各格格不入。

(2) 妄吉~施真主的法度一一例如割斷偷

盜者的手、以石古死己婚的通奸者一一不造合送

小文明的吋代。

(3) 令人均在社金交往和安施法度等等，可

以用非真主的法律避行裁抉，即使他沒有減信那

科裁決比伊斯主的法律更方忱越。因;句這祥他即

把公拔一致通迂真主已定方非法的事物L人均是合

法的，凡是把真主碗定的政所周知的非法事物主人

• 10-



正、副朝和香親是寺指南

均是合法的人一一比如:通奸、飲酒、高利貸和

以真主之外的法律裁決，那么，他碗己否已入了真

主。

第五:堆憎惡使者穆罕默德(廳主賜福之)

所持述的任何一項命令，他硝已否主人了真主，即

使他遵循了也要!因方清高的真主說:

(9:“五)看~叫吟仙'J;;~ '，Aj~心多

【那是因方他們反惑真主所降示的經典，放

他特使他們的善功充效。γ

第六:堆桂視真主或使者或教1'1中的任何一

項法律，那么，他硝已否汰了真主。因方清高的

真主說:

;尚ι“叫，JJ伊J 沾圳'/'卅冶趴j~甘沁刊川已叮叫3β)J仰h詳仙ζμ.J ~μ抖凶i主拉tμS'4J沁

(6“6-6倪5丘:~.p'吶)卅~ ~訴凶￡品n向向主包!

【仿你、 i混見 2 “你們嘲笑其主及其適象和使者

嗎? "你們不要托薛:你們信道之后碗已不信

了。] 10

曹《穆罕默德章》第 9 哲

10 (仟悔章》第 65.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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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毒害現圭寺指南

第七:魔木。惆特人心，使恩愛的夫妻反目

成仇，或用魔木蠱惑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堆使用

魔木或喜悅它，那么，他碗已否令人了真主。因1J

清高的真主說:

:0.".4 1) 運﹒品，沿 ia 》J LJ! 泓J bf;y Q峙，向善

(102

E 他們倆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說 z “我們

只是斌鐘，故你不可叛道團"] 11

第八:幫助多神教徒又才付穆斯林，因均清高

的真主說:

喔的仙似\~句~ ~ 4.U\心!卅均山(吋 lJit ~J 告

(51: 晶晶J此I>

【你們中權以他們先盟友，堆是他們的同

教。真主必定不引辱不叉的民余，】 ]2

第九:相信部分人可以超脫穆罕默德(廳主

賜福之)的法律，那么，他硝己否汰了真主。因

;句清高的真主說:

II (黃牛章》第 )02 甘

12 (籃席掌骨第 51 可言

- 12-



正、副朝和參觀熹寺指南

~i月，~三:， ~ j;i!且也7 r況oIi1' ~診后t.}:' ."

(85 :~'.rW JT )超出r仙

【舍伊斯主的信仰而尋求剔的信仰的人，他

所尋求的信仰，絕不合被接受，他在后世，是守

折的人。】 13

第十:迪抗真主的教汀，或反封伊斯主不可

缺少的功課，既不學勻，也不遵循。因方清高的

真主說:

~.J叫1 ♂的收♂主fUd戶已云~ J..o ~f凶多

(22:i~的種臼rji;·~

【有人以主的適象劫成他，而他不肯昕鼠，

送祥的人，權比他逆不文呢?我必然要每治犯罪

的人，】 M因方清高的真主又說:

(3:J IJ.，..句 1)4hyhJAA13jd LLbuPJ4j1) 多

【不信道的人們不願他們曾受警告的刑

罰。】 15

n (伊姆主的家厲章B 第 85 哨

It (PI1;生章》第 33 桔

15 (抄府.章》第 31守

• 13 -



正、副朝和華書視率寺指南

上述述些造背伊斯竺的事項，元治是出自于

玩笑、主人真或害怕，其斷法都是一祥，但被迫者

例外。

我們求真主保妒，進寓所有他柚怒和痛苦恁

詞的事物。

持〈 持這 吋〈 茍C

• 14·



正、副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如何完成正朝和副朝?

如何參班主寺?

尊敬的穆斯林兄弟:

朝觀的伙式有以下三科:享受朝、造朝和草

朝。

( 1)享受朝:即在朝觀的月份方做副朝而

受戒(伊仿十月初至十二月黎晨〉朝觀者在完成

副朝之后卉戒，然后在仗駝曰(伊民十二月八

日)在表加或在其附近居住的朝觀者，在其蛙地

方做正朝而受戒o

(2) 連朝:即在朝觀的月份里方正朝和副

朝一起受戒，受戒者一直到宰牲哲才能卉戒。或

者是在朝觀的月份中方做副朝而受戒，然后再汗

始做副朝的那游之前本意同肘做正朝 D

(3) 草朝:即朝觀者在朝觀的月份里狀戒

夫，或b人家中(如果沒有戒美)，或以菱加(在

菱加居住者)方正朝而受戒，然后保持受戒的收

恣直到宰牲令o

- 15·



正、副朝車1賽項E墨寺指南

副朝的伙式

( 1)你一到戒夫，就清治沐浴，噴撒香

水，然后穿戒衣是主行， (囝裙和披夙)，最好是

白色的，如女可以隨意穿看，象件是不要露出首

飾，不要效的男人的服裝，也不耍笑似于非信士

的服飾。然后本意方做副朝而受戒，并念: ~"

HSμ “主啊!咱庇您的考召我來履行副朝。"接著

念座召向:

、!.1ll\) ~ ~\) ..l..J-I ~*~ ~ ~J主~~，~付.u，~)

(.l!..U、~J卒.~

“主啊!我們末了，我們吶座您的考召而來

了，主啊!我們吶庇您的考召而來了，您是租一

元二的主，咱庇您的哥召:一切贊頌、恩惠和國

杖全自您所有，您是狙一元二的真主。"男的高

戶念，如女低F信念。然后多多的念座召崗、氾念

真主和多向真主求僥恕。

(2) 一到菱加，就去那游天房(克力之白)

~ 16 ~



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七圈，紙黑石卉始，念“真主至大"，至黑石結

束。到:游肘你可以以法律規定的氾念和祈禱旬，

隨意地氾念真主、向真主祈求。在每一圓的也1'1

角勻黑石之間念下面述段詮文厲于主行:

~ )ltll~'品均已辛 0，司IJj 已企\JlII J 自T 烏魯

(201:i~l)

【我們的主啊!求您在今世賞賜我們美好的

〈生活)，在后世也賞賜我們美好的(生活)，求

您保妒我們，免受火獄的刑詞。】 16游特結束之

后，如果方便，可在伊布拉欣立足赴的后面札兩

拜，即使退為也充妨，否則，可以在禁寺的任何

地方札述兩拜。

游特天房肘，男人露右肩厲于主行，其方法

是把戒衣的中間放在右服下，兩端披在左肩上。

按照至行男于在前三圈中座疾步快走。

(3)登上賽法山，頌接下面送帶《古三

銓》文:

治 ~I Jf ,- :51 台:;J心;~~巧:戶 Jlj 叫a] l 臼!許

16 «黃牛章》第 201 才1

- 17-



正、副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究~~自訕JI 臼~ I:;;;' tJW ~J 4!.J~ ~i 心~t~

(158:0.AJI)

【賽法和表示訣，碗是真主的耘圾。本行大

朝或小朝的人，完妨游此兩山。自廳行善者，

(必得普根)，因方其主硝是厚拔的，磷是全知

的。】 17然后面向天房，贊頌真主，本起攻手以祈

持的姿勢念:

"凶~\"“真主至大"三坎，再重愛祈禱真主

三吹，遠是主行，念三遍下面祈禱向:

JS"~戶J '的占I 4J J ~I ~，~ ~叭 ~o內心1Y!4! 的)

.4$:M..rJ I 內) (C.r.!J.i ι計

“除貓一元二的真主外，會色充真正座受崇拜

的主:他調有一切杖力和贊頌，他是大能于方物

的主。"

«.0.1>-) ~\?~， i戶) oJ.:>- ~)山3 戶1 以>- ) 4U\ )11.Jl )I»

“除拙一元二的真主外，主色充真正陸受崇拜

的主:他履行培吉，援助他的仆人，狙臼蛾姓了

l口7 «葫黃-牛已章重》 第 I昀58'1

18 «提4相勒9山J訕H平旱.ρ訓U圳圳II集>

- 18 -



it:、副輛和參觀主寺指南

同盟軍。"

然后在塞法和妻忽訣之間奔走七趟，在兩綠

色析、志之伺要快速奔走，兩綠色林志的前后耍一

般步行。然后登上菱永汶山，贊美真主，其做法

跟在賽法山上的做法一祥o

在那游天房和兩山之伺奔走，投有特定必須

要兩壞的祈禱河，但是那游者和奔走者可以浦改

一些容易的氾念和祈禱河，或誦i妾《古主詮》的

一些詮文，同吋座注重《主1111 )}中有夫的祈禱

河。

(4) 對你完成奔走之后，由i亥剃光失或剪

短~友， i主祥你就完成了副朝，卉戒之后，允許

你做所有因受戒而被禁止的事情，如果你曾詮本

意均享受朝，最好是剪短失友，正朝汗戒肘才剃

光失。

*如果你本意的是享受朝或者是連朝，你鹿

三3在宰牲帝之日敵牲，一只羊或七分之一的蛇或

七分之一的牛，凡不能敵牲者都座旦在正朝期間

封三天的焉，返回之后再封七天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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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三天青最好是在“阿拉法特"日之前，若

推退到宰牲令之后的三天，也充妨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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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現主寺指南

正朝的伙式

( 1)如果你是草朝者，或者是連朝者，必

須在你銓泣的戒失受戒，如果你在戒美內，則在

原地本意受戒。

你如果是享受朝者，那你庄岩在規定的戒美

方副朝受戒:在吹草它日(伊仿十二月八日)，在

你的班地方正朝而受戒。如果方便的活洗大淨，

酒香水，然后穿戒衣，念@召詞:

(....... ~，~付Ul ~ ，b.>-~)

“主啊!我們均fg本意做正朝，主啊!我們

末了，我們自向座您的哥召而未了.••••.等等。"

(2) 然后到米納，在米納按吋札日向札、目甫

札、昏中L、霄札和晨札拜，四拜短札方兩拜，但

不可井中La

(3) 伊肪十二月九日太間一升起，就庄重

地走向阿拉法特，清謹防不要彷害朝觀者兄弟。

在那JL用一小宣札河和兩小成拜河并札、短札 H向

札和哺扎。

*硝定己遁入阿拉法特的界限后，以仿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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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墨寺指南

知穆罕默德(愿主賜福之)，面向禁寺，本起攻

手，多多地祈持和氾念真主，一直到日落。整小

阿拉法塔平原都是避蛙之地D

(4) 太陌一落，就庄重地念著座召河走向

穆訟代里裳。注意不要彷害到穆斯林兄弟，到站

穆茲代里安之后，座并存L、短札昏札和霄札，原

地休息、直到札完晨札拜，晨札拜之后，座效仿先

知穆罕默德(應主賜福之)，面肉禁寺，拳起攻

手，多多地祈禱和氾念真主，直至天大亮。

(5) 日出前念著皮召祠向米納避友。如果

朝觀者屑于有故之人，如:如女或体弱有病者，

可以在后半夜出友去米納，出友去米納之前航穆

茲代里友拉七顆小石子，以打阿格白石柱，而其

它的小石子則以米納推拾。同祥，宰牲唱那天用

于打阿格白石柱的七顆小石子，在米納拉拾也完

妨。

(6) 一到米納，就掌行以下伙式:

1.以七顆小石子連續地打高菱加最近的阿格

白石柱，每一吹打一顆小石子，同吋念“真主至

大 "0 (;$1 ..1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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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2. 敵牲一一如果你是連朝者，或者是享受朝

者一一用以施舍給努人，也可以自己吃。

3. 剃光失或剪短失袋，把女座剪指端一祥長

的失友o

*述科排列吹序是最好的，如果順序顛倒亦

元妨。

*打石、剃光失或剪短~友后，你們可以第

一次汗戒，穿一般的衣服，除房事外，允吽你們

因受戒而被禁止的所有的事情o

(7 )然后去妾加，避行“喝見到:游"伙

式，享受朝觀者的“奔走"伙式，連朝者和單朝

者如果在“初坊那游"吋做了“奔走"伙式，則

不需要再吹奔走，在此之后，允許你們因受戒而

被禁止的所有的事情，甚至是同房。

*允吽把“渴見到:游"伙式和“奔走"伙式

推退到住米納的日子之后。

(8) 在宰牲令日的“渴見到:游"和“奔

走"伙式之后，返回米納，在那JL住三小夜晚一

一伊仿十二月的十一日、十二日和十三日的夜

晚一一如果在十二日合促扇程也充妨。

·23·



正、副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9) 你們在米納住的兩日或三日之中，每

天鹿三且在正午述后打三小石柱，首先以高菱加最

遠的小石柱卉始，然后是中悶的石柱，最后是大

石柱(阿格自)。每小石柱都座道連續打七顆小

石子，每打一顆小石子的同肘都要念“真主至

大" (pS1 .&\)。在打完小石柱和中石柱之后，可面

向天房羊起攻手，任意地向其主祈禱，打完大石

柱(阿格白)不能停留。

*如果在米納住兩天，你們鹿三且在第二天的

日落前寓卉米納，否則，座在其中往第三天并打

石柱，在米納住三夜最佳。

*体弱生病者可以委托他人代方打石，允許

被委托者首先方自己打石，然后在同一小石柱方

委托他的人打石。

(10) 完成朝觀的功課之后，打算回囡肘，

除月詮如和戶知之外，所有的人都必須做“醉朝

那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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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受戒者必須注意的事項

因正、副朝而受戒的人都必須注意以下的事

工頁:

1一必須遵循真主制定的各科主命文券，

如:按吋參加集体札拜。

2一必須近萬真主禁止的一切所有事情一一

污吉秒培、爭辯等。

3一避免在吉行方面彷害穆斯林。

4一遍寓因受戒而被禁止的事情:

(1) 不得理友和剪指甲，如果充意自行脫

落的則元妨。

(2) 受戒者的身上、衣服上和仗食上都不

由法噴洒香水，受戒之前噴洒的香水遺留下的香

味則完妨。

(3) 受戒期間禁止持貓，不得承害猜物，

也不能驅趕或助人打猜 o

(4) 受戒期間不允i午求婚或汀婚，不i念是

方了自己，逐是方了他人，禁止同房，也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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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毒害班主寺指南

帶有性欲的調抱。以上述些禁令男女都包括在

內 o

* * * *

特別座對注意以下的事項z

1一受戒的男子不允許帶失巾或帽子，但是

用阻傘，或坐在有三蓬底下乘涼，或方搬退而頂看

來西， i主充妨。

2一受戒的男子不允件穿材衫，或勻其相似

的衣服，如戴夙帽的斗達、失巾、材褲等等，也

不允詐穿抹子，如果沒有筒裙，充妨可以穿褲

子，如果沒有涼鞋，不妨穿皮抹。

*蚵女在受戒期間，不允許戴手套和面紗，

但是如有其他男子在場肘，座至2用面紗來遮膛，

勻平肘沒有受戒一祥。

- 26-



正、副朝和香油墨寺指南

*如果受戒者因忘氾或充知而穿上了縫制的

服飾，戴了帽子或失巾，洒了香水，剪或拔了失

友，或者是剪了指甲，則不需要拿羽腰，但是道

他氾起或知道后，座立即戒除。

*允吽受戒者穿涼鞋、戴戒指、戴眼鏡、戴

耳机和手表，使用皮帶和錢包。

*允許受戒者換洗戒衣，洗失友、淨身，如

果充意脫友或受仿，則完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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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親是寺指南

參溉差寺

1一你可以在任何吋間去表地那參班主寺和

在其中午L拜，述屑于主行，因均在主寺中札一番

拜，腔迂在其它清真寺中札一千番拜，但禁寺美

外。

2一參班主寺勻朝觀沒有任何美系，去菱地

那不必受戒，也不用念底召尚。

3一道你未到主寺，座右腳先迺入，同吋念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你三百贊差。"你也鹿

三3祈求真主方你打汗他的慈憫之|、10 并說:

，~)I ο~\ .:r (..lii l 心心) f.五j\ ~)) ~\ ~4 ~yi)

(﹒心們 y\~tJ~' 刊j\

“我求佛大的真主保妒，兔遭被逐惡魔的彷

害，主啊!求您方我打卉您的慈憫之1' 1 吧! "遠

是遁入所有清真寺都座核念的詩洞。

4一道入主寺之后，你追趕快扎“反寺拜"，

- 28-



正、副朝和華書到主寺指南

如果能在“天堂中的花園"的里札“民寺拜"最

好，如果胡折，在主寺的任何地方札“反寺拜"

都可以 o

5一然后你來到使者(愿主賜福之)的攻墓

前，面又才他低戶而有札貌地說:

(A,jl5"'f.) 1ul ~)) ~I 4-:!i .!.4川比Jl)

“先知啊!祝您平安，愿真主慈惘并賜予您

吉炭。"你當祝福穆差，如果你說了下面遠段禱

河亦充妨:

y- oj>."l ~， ω品) t.fJJ\ .')戶主 'r叫I~\) 比..，a..J 1λl.:-}\ .,,;\ ~\)

(.~I~， ~i ~i

“主啊!求您賞賜他媒介和美德吧!您皮i午

他的崇高的地位和最好的根酬。"

*然后你往右站一息，站在艾布白克力之(愿

主喜悅他)的陵墓前，向他致以伊斯主最崇高的

伺候，并向真主方他祈求僥恕、伶↑肉和喜悅。

*然后你再往右站一息，站在歐菱部(慮、主

喜悅他)的陵墓前，向他致以伊斯竺最崇高的肉

"地名，在J正寺里，屬在使者〈思主蜴福之)的家和語言啡台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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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車l參觀主寺指南

候，并向真主方他祈求僥恕、伶惘和喜悅。

6一你可以按照圭行，身帶小淨參規古巴清

真寺，并在其中札拜，因方穆圭(慮、主賜福之)

曾佐那祥做址，并可召人們也那祥做。

7一按照至行，你可以參現“白格訊"攻

圓，其中有歇斯曼(應主喜悅他)之墓:參現吳

候德烈士玟固，在其中有哈姆宰(廳、主喜悅

他)，你對向他們致以伊斯竺最崇高的伺候，并

向真主方他們祈求幸福，因方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賜福之)三5年游坡，方他們向真主祈求，并教

早成主1'1弟子在游放是鹿三告說:

，.&\叫 ~1 U1J .~\，伊少iY' ，)~JJ\ jA i 抖#~比oJ l)

(以叫\ ~J \.OJ l»1JLi .~p.~

“園中的政穆斯林和信士們啊!廳真主賜予你

們平安，你們先我們而去，其主意欲，我們特是

你們的后鍵者，我們向真主方我們自身和你們祈

求安康。" 20

除上述之外，菱地那沒有座參親的清真寺或

團《穆斯林是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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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其它地方，所以，你不要自汁其苦，做一些沒有

根酬而可能有罪的事情。真主是使人成功的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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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部分朝觀者常犯的錯淚

第一z 受戒中所犯的錯誤

*朝觀者超迂戒美而沒有受戒，等到吉迷或

其它戒夫內才受戒。遠遠背使者(愿主賜福之)

的命令:每位朝觀者都座i亥在他銓泣的戒芙受

戒。

*封于犯述科錯琪的人，如果有可能的活，

他座i亥返回多超泣的戒矢，在那里受戒，不治他

是狀陪、海、空哪↑方面而末，否則，他鹿三旦在

菱加宰牲作方眉眼，并把所有的肉施舍給貧努的

人們。

*因故不詮迂五小戒美中的任何一令，那

么，他僅在勻銓泣的某一戒失相平行吋受戒。

第二z 玉春游天房肘犯的錯淚

1一在黑石錢之前卉始詞:游，正哨的做法是

以黑石錢汗始o

2一在克阿白的短圍堵內那游，因方 i主科做

法不是那游天房，而是那游其中的一部分，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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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短圍堵內厲于天庸的一部分，所以在短園堵內的

那游充效。

3一在那游天房的七圈中都快步疾行，但是

快步疾行只限于初坊那游的前三圈 o

4一方了奈吻黑石而迂分的調挾，有吋甚至

于友生打蜀，遠是不允件，因均速神做金仿害到

其他的穆斯林，穆斯林不允i午元理地打蜀自己的

穆斯林兄弟。

*不吻黑石，又才于那游天房并充街害，如果

不能奈吻黑石，在勻其相肘肘，本手向它致意并

說:“真主至大"就行了，即使高它很退也要!

5一抗摸黑石是方了尋求吉炭，遠是沒有教

法依掘的昇端。按照歪行是方了崇拜真主而用于

抗摸和宗吻它。

6一抗摸天房的每小魚、每面堉壁。因方先

知(慮、主賜福之)只模迂黑石和也口角 o

7一詞:游天房，每一圈都念固定的祈禱崗。

而先知(愿主賜福之)只有每到黑石肘況:“真

主至大"，每一國在也1'1角和黑石之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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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y\平的斗品 ?;yfE1 品已~ ~lJ' J，.. 向已接

(201:o~') 喔 }!h

【我們的主啊!求您在今世賞賜我們美好的

(生活)，在后世也賞賜我們美好的〈生活)，求

您保妒我們，免受火獄的刑詞。】 21

8一部分詞:游者或向早在游特肘高育頌念析

褚河，以而影H向到其他的詞:游者口

9一方了在伊布拉欣的立足赴札拜而爭拾、

攔擠， j主科行均不{又通背了主行，而且汪彷害和

阻蹲了其他的那游者，其安可以在禁寺的任何一

小地方札述兩拜。

第三z 奔走肘所犯的錯淚

1一部分朝觀者在登上塞法和愛永疚之后，

面向天房，抬手念大贊河肘，把他們的手心朝向

天房，就像他們方札拜而抬手一祥，按照至行則

像是做祈禱是那祥，捧起攻手掌。

2一在塞法和表示疚之間快速奔走，但至行

21 (賞，牛章 B 第 201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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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墨寺指南

只是在兩小錄錢之間快速奔走。

第四 z 蛀阿拉法特肘所犯的錯淚

1一有些朝觀者蛀在阿拉法特境外，一直到

太陌落山，然后去穆茲代里袋，而沒有蛙阿拉法

特，遠是板大的錯堤，其朝觀充效，因方朝觀就

是駐阿拉法特，所以必須要蛀遊阿拉法特的境

內，而非境外。座努力地避蛙阿拉法特，如果不

方便，可在日落前避挂，停留到日落，十二月十

日的黎明前避蛙亦有效。

2一有的朝觀者在太阻落山之前高于T阿拉法

特，遠是不允件，因方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賜福

之)遊蛙阿拉法特直至太~B完全落下。

3一方登上阿拉法特山并注到其頂峰而爭

拾、胡折，造成許多彷害。登上并在山上札拜都

是沒有教法依掘的，因方整小阿拉法特都均遭挂

地。

4一有的朝觀者向真主祈求肘，把股朝向阿

拉法特山，按照圭行座核把腫朝向克阿白 o

·35·



正、副朝和華書視主寺指南

5一部分朝觀者在阿拉非特日把士和碎石堆

祺在一定的地方，遠也是沒有法律依掘的行方 E

第五z 蛀穆茲代里友肘所犯的錯淚

*有些朝觀者在到迷穆室主代里友之后，本L昏

午L和霄札拜之前就忙著投石子，主人均用于打石柱

用的石子必須航穆茲代里投拉。

*事宴上，可以放禁地的任何地方撞，可以

肯定的是先知(廳、主賜福之)并沒有命人以穆室主

代里友拉拾方他用于打大石柱(阿格白)的石

子，而是在第二天早上高升穆茲代里投到遠米那

之后，才方他位的石子，以后几天用的石子也全

是以米納撞的。

*部分朝觀者用水洗石子，遠也是沒有法律

依掘的行方 o

第六z 打石肘所犯的精淚

1一部分朝觀者主人均他們打石子肘，打的是

惡魔，因此他們憤怒地也咒著打石，遠是不正碗

的，因方教法規定打石的目的是方了氾念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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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華~~且是寺指南

2一部分朝觀者用大石子、鞋子或木~挨打

石柱， J主科打石是充效的，因方遠是先知穆罕默

德(廳、主賜福之)禁止在教口中做的迂激的行

方。

*法律規定的是用小石子，美似于羊糞蛋一

祥大的石子，并不是大石抉。

3一方了打石柱而在柱子附近那JL捌拚、打

架。而法律規定的是小心謹慎、思力不仿害任何

他人的情況下打石。

4一把全部石子一下打出，依照學者們的意

見遠祥只算打一吹。

*按照法律規定座核把石子一粒一粒地打

出，每打一粒都要念大贊向一一“真主至大"。

5一自己有能力打石，但是害怕攔耕和困雅

而委托他人打石，這科委托是不允件的 o 除非是

年老体弱有病者才允件委托他人代打o

第七:“辭別那游"肘犯的錯誤

卜部分朝觀者在伊仿十二月十三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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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早II書班主寺指陶

吹打石柱之前，以米納去禁寺做“辭別那游"，

然后再回到米納打石 ， h人米納回園。述祥他們的

最后伙式是打石，而不是辭別天房 o 的嘯，先知

穆罕默德(廳主賜福之〉曾說:

(﹒心~~o崢f'\ iJ兵l ~ ~i iJ):.J.. ~ )

“高7干禁地之前，最后的一小仗式座過是辭

別天房。"

*因此，辭別伙式僅在所有的朝觀伙式結束

之后， II各行前遊行，辭別之后不在妾加滯留 o

2一部分朝觀者在“辭別那游"之后，面朝

天房此禁寺里倒推著出去，妄吉述祥做是文才其表

示敬重，遠在教|、]中是毫元依掘的昇端。

3一部分朝觀者在“辭別那游"之后，高到

禁寺吋依依不舍地停留在其 fl 口，就像告別天房

一祥衷求真主。 遠也是毫充依掘的昇端。

第J\: 參視主寺肘所犯的錯淚

1一參現使者(愿主賜福之)的攻墓肘，抗

摸堵壁和缺拉杆，把錢、繩子等獎似的家西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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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現辛寺指南

技墓的窗戶上，以團吉利。安跡上，古氏在于真

主及其使者均我們制定的法律，而不在于新生的

昇端邪說。

2一有些朝觀者在去伍侯德山洞、菱加的黑

拉~山洞和稍永山洞，在那里挂起破布，以其主

不允件的禱尚未祈求，并方此而受x~苦，所有的

送些昇端在純沾的法律之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3一一些朝觀者參視部分他們妄吉是留有使

者(愿主賜福之)遺遁的地方，如:路3它掛倒

赴、戒指井和歐斯曼井，并以送些地方取生士尋

求吉炭。

4一部分朝觀者在參現“臼格怨"技固和吳

候德烈士按國吋，向亡人祈求，在那里扔坊，尋

求吉利 o j主些都是不可饒恕的迂緒，屑于文才真主

最大的本伴，就像學者們所提到的一祥口真主的

控典和他使者的主行可以iiE明述一切，因方所有

的崇拜只寺阻于真主，決不允許用到其它的地

方，例如:祈禱、宰牲和吽愿等等。因方清高的

真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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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香班主寺指南

(5屯的建扭扭，;.1品~ili， 'J均adi13JJG) ，

【他們只幸命崇拜真主，虔誠敬意，恰道正

教。】 22又說:

(18:戶)~ ，~f .ill， e- 'J均 ill .ill :u:-~，比普

E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們鹿三 3祈

禱真主，不要祈持任何物。】 23

我們向真主祈求改善穆斯林的狀況，使他們

更精通伊斯主法律，求他使我們通高迷堤，他磷

是全昕的、皮答祈禱的主。

* * * *

22 (明 ill 軍B 第 51)

2) (糖果章》第 18 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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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j輸和會現是寺指南

美于正、副朝和參班主寺筒要指辱

朝觀者必須注意以下几息:

卜因方自己所有的罪述原快地向真主真滅

的仟悔，:R正、副朝使用合法的錢財。

2一保妒自己的口舌通高一切謊言、背淡、

i非濟和嘲笑他人。

3一正、副朝的目的都是方了荻得真主的喜

悅，先后世而做，不是先了沾名的營和炫耀。

4一字司正、副朝所有的吉行伙式，不懂的

地方皮去清教。

5一但朝觀到迷戒失之后，可以自由地進捧

草朝、連朝和享受朝。 封于投有帶敵牲的朝觀者

享受朝最好，至于帶有爾夫牲的朝觀者連朝最好。

6一如果受戒者因均生病或害怕而扭心不能

完成朝觀的功課肘，他可以在本意吋附加速令各

件，即使現:

(﹒φ~ 屯~~ ο')

“我汗戒的地方就是我被困的地方。"

7- JL童的朝劉是正碗有效的，但是不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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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姐是寺指南

替伊斯主的朝觀(指成年后的主命朝觀)。

8一如果需要，允吽受戒者休浴、洗失和挽

失。

9一如果把女害怕別的男人看自己，允i午垂

下面紗遮蓋面容。

10一件多如女司慣在面紗后面系繃帶，以便

面紗寓卉面部，述科做法是沒有法律依掘的。

11一允件受戒者洗戒衣，然后再穿上，也允

吽他換戒衣o

12一如果受戒者因忘記或充知而穿上了縫制

的服飾，或蒙失，或洒了香水，則不需要拿呵

腰。

13一古朝觀者到遮天房之后，在那游天房之

前都鹿三告停念座召祠，元洽是正朝觀或者是副朝

者。

14一法律規定袒露右肩和疾走只有在初訪那

游，疾走只限于前三圈，并且只局限于男子。

15一那游天房或奔走肘，如果朝觀者兩自己

所那游的圈數戶生了杯疑，比如:他t己不清已銓

完成了三圈， j丕是四間，遠是他僅對算完成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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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主寺指南

圈。

16一捕拼附，朝觀者元妨詞:行于涉滲泉和伊

布拉欣立足地的后面，因方整令禁寺都是那游

地，充治是地面足是發上。

17一把女在詞:游天房肘派放手色抹，或噴洒香

水，或監露首飾，均厲不合法的。

18一如女在受戒之后，如果來了月詮或生了

孩子，則不允吽詞:游天房，直至身淨。

19一如女受戒可以隨意穿看，但要注意不可

男性化，座穿戴朴素，切勿星露裝飾。

20一除正、副朝外，其它功課，念出戶的本

意均厲于新生的昇端邪說，高戶本意更均不允

詐。

21一所有本意正朝或副朝的穆斯林，必須在

戒美受戒。

22一由空中而末的正、副朝觀者，座在丸机

勻地面的戒夫相封肘受戒，可以在勻地面的戒美

相財之前做好受戒的准各。如果扭心睡迂或弄

錯，可以在到迷戒失之前受戒。

23一部分人在正朝之后多吹以“台尼永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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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香觀主寺指南

或“朱阿拉奈"兩地受戒做副朝，遠是沒有教法

依掘的行方。

24一飲駝日(伊肪十二月八日)在表加或在

其附近居住的朝觀者，在其駐地方做正朝而受

戒，不需要避入菱加城或在天房的落雨管前受

戒。

25一伊仿十二月九日，朝觀者最好在太陌升

起后，高汗米納前往阿拉法特a

26一朝觀者只能在太陌落山之后，才允i午寓

汗阿拉法特，高汗吋庇庄重。

27一元治是昏札吋惘，運是已到霄扎吋分，

朝觀者到迷穆茲代里友之后，就札昏札和霄札

拜。

28一用于打石柱的小石子不一定非要以穆茲

代里友拉拾，在任何地方拉拾都可以。

29一洗用于打石柱的小石子并非嘉行，因均

主的使者(慮、主賜福之〉及其主1'1弟子們都沒有

遠祥做泣。

30一允件如女、老人和JL童在后半夜高卉穆

茲代里友前往米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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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輯和香現墨寺指南

31一宰牲令，朝觀者到站米納后，打阿格白

石柱附，座停止念底召渴。

32一小石子不一定非要打在石柱上，但必須

要打到池內 o

33一最正碗的說法:“宰牲的吋間可以延長

到伊民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落。"

34一“渴見到:游"是朝翻不可缺少的主要伙

式之一，它可以推退到住米納的日子之后。

35一進朝者和尊朝者只需要做一吹塞法和菱

依法之伺奔走的仗式。

36一朝觀者最好如下排列宰牲令之日的功

課:先打阿格白石柱，宰牲，剃光失或剪短失

袋，“渴見到:游"，最后是奔走。提前緒后，并充

妨磚。

37一完成以下功課之后，朝觀者就可以完全

芥域:

(1)打阿格白石柱

(己)剃光~或剪短~友

(3) “渴見到;游"

(4) 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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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華~X盟主寺指南

38一如果朝觀者急于高汗米納，那么，他陸

對在伊肪十二月十二日太陌落山之前高汗米鍋。

39一充能力打石柱的JL章，其值妒人在方自

己打石之后，可以方他代打。

40一老弱病殘沒有能力打石柱的朝觀者，可

以委托他人代先打石。

41一允件被委托者首先方自己打石，然后在

同一小石柱方委托他的人打石。

42一連朝和享受朝者一一遠是沒有在禁寺區

域內的人座惡的取責一一一座核宰牲，一只羊、或

七分之一的琨或七分之一的牛。

43一連朝和享受朝者，如果不能敵牲，都座

古在正朝期間封三天的詣，返回家之后再封七天

的詣，共汁是十夭。

44一充能力敵牲的朝觀者，在大朝期間青戒

三日，最好是在阿拉法特日之前完成，以便在阿

拉法特日卉裔，否則，庇封宰牲帝之后的三日

(伊仿十二月的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

45一上述的青戒可以遠鏡封，也可以分卉

封，但是不能推退到晒干肉的廿日之后，同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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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l參油墨寺指南

回家后的七天高戒，可以追縷封，也可以分汗

封。

46一除了丹銓伯和F知之外，所有的朝觀者

都鹿三自完成“辭別那游"。

47一元治是在正朝前后，或在一年中的任何

吋候，參班主寺都是主行。

48一按照至行:參班主寺者首先鹿三3札兩拜

民寺拜，元洽在主寺的任何地方，最好是在高貴

的花因中札它。

49一只允許男人參現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賜

福之)的陵墓和其它的墓地，但不是寺程前往。

50- 抗摸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賜福之)的陵

墓，或奈吻它，或那游它，都是可憎的昇端邪

說，沒有氾裁清廉的先賢1fJ述祥做泣。如果他述

祥做的目的是方了接近使者(愿主賜福之)，述

屑于最大的本伴行方。

51一任何人不允吽祈求使者穆罕默德(慮、主

賜福之)解抉什么困瓏，或消除1<.雄，因方那是

本伴真主的行;句。

52一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賜福之)在其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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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蓮香視基寺指南

中的生活是一科介于今世和后世的生活，勾蚵真

前的生活是不一祥的，只有崇高的真主知道它的

究竟。

53一部分朝觀者面又才使者(慮、主賜福之)的

陵墓，本看攻手向真主祈禱，遠也是新生的昇端

邪說。

54一參1鬼使者穆罕默德(慮、主賜福之)的陵

墓，并不像部分人所以方的那祥，是必需要做的

事情，或者是朝觀的奈件。

55- i人均寺程去參現使者(腰、主賜福之〉的

陵墓合法者所引i正的《差。II })，要么是特述系統

有何題，要么是假《至 7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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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觀墨寺指南

祈禱向

在阿拉法特平原和禁林等造合祈禱的地方，

用以下的祈禱尚或用其中的一部分祈禱屑于嘉

f丁 o

*主啊!我向您祈求今后兩世的寬恕和安

康;主啊!我因方我的信仰、今世、家人和錢財

而向您祈禱寬恕和安康;主啊!求您遮掩我的羞

体，安定我的心呆:主啊!求您以前后左右和上

面保佑我，我以您的尊F求保妒，使我兔遭地陷

之灰。

*主啊!求您賜我身体健康，耳聰目明，除

您之外，絕充真正座受崇拜的主。主啊!求您保

妒我兔遭昧恩和貧夠的煎熬，保t戶我免遭坎墓里

的恁呵，除您之外，絕充真正座受崇拜的主。主

啊!您是我的主，除您外，全色元@受崇拜的，您

創造了我，我是您的仆人:我原力安跌封您的活

盲和件釣，我求您以我所做的一切仿害中保妒

我。我承主人您賜予我的恩惠，也承以我的迂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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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參班主寺指南

求您恕燒我吧!只有您才是恕僥一切罪泣的主。

主啊!我求您保佑兔遭板度的忱愁和抑郁，我求

您保妒兔遭充能勻懶惰，我求您保妒兔遭阻怯勻

吝裔，我求您保妒兔遭價勞纏身勻遭人控制。主

啊!求您賜予我上午廉沾，賜予我中午幸福，賜

予我下午成功，我向您祈求今后兩世的福利，至

仁慈的主啊。

*主啊!我向您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悅，如真

后舒遁的生活，求您賜福我勻您相見的渴望之

惰，并有幸瞻仰您的尊戶，既充痛苦又充磨雄。

我求您妒佑，不要址我弓待他人，也不要吐我受

弓:不要吐我侵犯他人，也不要址我受到他人的

侵犯:不要吐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泣。

*主啊!我求您保妒兔遭年迺吋的不幸，主

啊!求您引辱我至善的工作，至高的美德吧!只

有您才能引人至善:求您使我通高邪惡的品性

吧!只有您才能引辱此事。

*主啊!求您端正我的教口，賜予我寬敞的

住宅，丰衣足食。主啊!求您保妒我不要冷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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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干II參班主寺指南

情、麻木不仁、卑微下娥:求您保妒我道高的

信、墮落、站名的替:求您保妒我不要交成輩子

和啞巴，不要社我患上嫩病及其惡疾。

*主啊!求您賜予我敬畏和鈍泊的美魂吧!

您是美魂的主宰，您是最能純浩它的主。主啊!

求您保妒我逗萬元意火的知淚，不謙恭的心吏，

貪得充灰的支魂，以及不被接受的祈禱。

*主啊!求您保佑我免遭一切厄退，元拾我

是否做泣，也不洽我知道勻否，主啊!我求您保

佑不要使我失去您所賜予我的恩典和健康，不要

突然遭到您的恁呵，也不耍，情怒我。

*主啊!求您保佑我兔遭房倒屋塌、地陷、

火燒、水淹和老弱不堪。我求您保佑不要吐我的

死吋惡魔纏身，也不要吐我被質而死。求您保佑

我不要貪婪成性。

*主啊!求您保妒我通高一切罪惡、道德敗

杯的行方:求您不要使我負債累累、受制于故，

也不要址故人封我幸夾尿桶。

*主啊!求您完善我的信仰吧!它是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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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朝和香親是寺指南

保障:求您改善我的今世吧!它是我生活的領

域:求您改善我的后世吧!那是我最縷的自宿:

求您使我活著增加善功吧!求您使我死亡摺脫罪

惡吧!我的非主啊!求您襄助我，莫襄助他人封

付我，求您援助我，切莫援助他人財付我，求您

引辱我容易地走上正道吧!

*主啊!求您使我成方氾念您的人，不斷感

謝您的人，謙恭地順A人您的人吧!惆弄我的主

啊!求您接受我的悔述自新，洗刷我的i立失，庇

答我的祈禱，堅定我的信仰，引領我的心吏，端

正我的口舌，消除我的怨恨吧!

*主啊!求您賜予我堅定不移的精神和恰守

正道的意志，求您使我感謝您的恩典，很好的崇

拜您。求您賜予我一顆健康的心吏， -~長城宴的

嘴。我向您祈求您所知道的幸福，求您A人您所知

道的彷害中保妒我，您是深知幽玄的主，求您僥

恕您知道的(我的罪述)。

*主啊!求您自迪我的理智，求您f呆妒我免

遭自身邪惡的仿害。主啊!求您援助我行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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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一切罪惡，喜愛努人吧!求您饒恕我，伶憫

我。如果您意欲址您的仆人們遭受磨瓏，求您使

我兔遭磨瓏的提前死去。

*主啊!求您址我喜愛您，喜愛那些喜愛您

的人，喜愛所有能使我接近您的善功吧!主啊!

求您賜予我最好的祈求，最好的祈禱，最好的成

功和最丰厚的回賜，求您使我堅定不移，安如聲

石，求您加重我天平的話詢吧!求您堅定我的信

仰，升高我的品級，接受我的拜功和所有的功

課，使恕我的泣失，我向您祈求天堂中最高的品

級。

*主啊!我向您祈求明星和暗藏的幸福，求

您使我善始善咚，并賜予我天堂中最高的品級。

*主啊!求您提高我的戶望，消除我的垃

緒，淨化我的心吏， 1:呆妒我的貞操，饒恕我的罪

泣。

*主啊!求您賜福于我的昕賞、我的視賞、

我的身軀、我的性格、我的家人、我的生活和我

的工作，求您接受我的善功吧!并求您賜予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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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最高的品級 o

*主啊!我求您保妒免遭不幸和厄逞，以及

故人的恥笑。扭特心吏的主啊!求您使我的心堅

定不移地遵守您的教叮吧!求您使我們寺心順以

您吧!

*主啊!求您方我們增加，不要減少:使我

們高尚，不要使我們受辱:賞賜我們，不要讀j

寄:進揮我們，不要放弄。主啊!求您使我們所

有的事情都能善始善咚，吐我們提脫今世的凌辱

和后世里的忽說吧!

*主啊!求您賜予我們一份文才您的敬畏，送

份散畏可以阻止我們造抗您;求您賜予我們一份

順紙，述份順A人能使我們遊入天堂:求您賜予我

們一份堅定， j主份堅定能使我們面游人生的科科

x~辛。主啊!您吐我們活看的肘候，求您址我們

享受耳聽自明、体魄健康的恩典吧!址我向虐符

我們的人報仇雪恨，援助我們故腔勻我們方故的

人吧!清您不要使今世成方我們最大的忱慮，也

不要把我們的竿玖局限于今世，不要使我們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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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上受到磨瓏，也不要因我們的罪垃而址那些既

不害怕您、也不伶惜我們的人統治我們吧!

*主啊!求您賜予我做能荻得您的伶↑肉和饒

恕善功吧!吐我得到各科幸福，兔遭一切不幸，

并使我避入天堂，返寓火獄吧!

*主啊!我求您饒恕我所有的罪泣，遮掩我

所有的缺鼠，吐我聽脫所有的願慮，并援助我注

清所有的價勞，至仁慈的主啊!求您解抉我今后

兩世的需求吧!只要您喜愛，我們就能荻利。

*主啊!求您賜予我一份伶'闕，我籍它引領

我的心吏，使我的事情圓渦，址我的生活井井有

奈，您以此保妒我的高贅，提高我的高望:求您

以此使我容光煥友，工作純泊:求您以此屆迪我

的理智，保妒我不受磨又在和兔遭所有的不幸。

*主啊!我向您祈求裁判日的荻救、幸福者

的生活、烈士的品級、成先知的隨同和晶腔故

人。
*主啊!我向您祈求正喻的信仰，信仰的美

德，不斷的成功，以及未自于您的伶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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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燒和喜悅。

*主啊!我向您祈求健康、貞可言和高尚的品

德，喜悅您的前定。主啊!求您保妒我兔遭自身

邪惡的仿害，兔遭您所掌握之中的各科功物的仿

害。我的莽主硝是引粵人遵循端庄的大道。

*主啊!您全昕我的吉悟，全視著我的赴

所，您砌知我的內心和外表，我的任何事情都隱

瞞不了您，我是可伶的貧努者，是不知所措的求

救者，是誠惶減恐地向您悔罪者，我向一小赤貧

者那祥向您祈禱，像一小卑娥的罪犯那祥向您衷

求，像一小掠慌失措的人那祥向您祈禱，送小祈

禱友自一小戶泊俱下、文才您五体投地的仆人。

愿真主賜福我們的領袖穆罕默德和他的后

裔，以及余至1'1弟子幸福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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