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t Ctt
\fls*4P

#wffi##m*kffi
p)lx|f Fif}rdJlLJi-it

e& ' &' g.s ' *,&,f,'b6,4{f *
* ,  RSm4{r io '  t *$.*-  'S*,*

s-&

r~'吼叫PlH秘diUM

Al l ..且3已，于毛卉。于特且可后_..IJ I:~l:i

1 4b 1 ..i.戶。于晶晶 1 4b1~ ..J:I1:44今后



t4t.fi.-本﹒阿里.x.草，且帶塔厄博士

緝毒:x"布.....布私拉﹒丈吟It"﹒穆士各

~情.‘疇 ..司，章it令..信，



札蹲在，."....;益中的地龍

穆揖骨棒.-l間結晶..

jJ\..~AhJ ~.rJ'戶J ，"，.~，n..~..\J 41jl\J戶'J rJt&L\
斗.，J 'J y\:S:,h ~戶 4

~'4A恥

d品尪」卒扣i'J必l~'且訕l心

J{凶k.:>凶凶~必品晶l一叫先句叫3叫d收戶拘d句伊μ:νr♂呵戶:6 必

余抖，.l\圳A必叫l心A扣1 品抄戶d 品府叫P糾1心心A扣i 吵叫冉，~\:.....勾寺dλ凶iμi

-2 回



札蹲在..研~申的地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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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再攏，學研血色中的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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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蹲在，帶揖申的地.1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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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耳在.....t色中的揖ttc

車聲落蜻囂伯其主之名

4事:t-J學

一切贊頌全對其主，我的贊頌他，求他援助，求

他翹饒，我們求其主保佑，起寓那惡的位莫及罪惡，

堆得對真主的引領，設有人再能使他建濃z 真主使權

迷誤，設有任何人能引領飽，我作証z 陰真主之卦，

絕設有真正直受崇拜的主宰，他是過一元二的主z 書記

又作証z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e 廳真主多多

地賜福他和他的家人、余至f1弟子，以及所有道插他

們正道的人，直至愛生日，

遠是一篇吉筒意載的轉述有失《扎拜在伊斯主中

的地位》的文章，我在其中視攝《古主室主》和《至

當II) 的話E措，筒明攝賽克大家闡明了扎拜的意文、法

律依措、地位、串串志和貴重，及其對放弄札拜者的法

律羲訣，

的碗，說此我的老師、伊斯主學者阿布社阿芥

麓，本，阿布社控﹒本-e議揖下的判訣中受益很

多，廳真主升高他在最高天堂中的品數，

書記肉真主訴求，使費遠項微不足道的工作成為吉

祥的、忠城站取縛其主審蝕的工作，使司挂在生前死后

-7-



札彈在.."時.:!t.申的刻~1It

都能以此教益，使所有聽到它的人都能受盤，的嚼，

他是超錯方物的、負責的、慷慨的主，他使我們論

足，是最好的血妒者z 完能竭力，只覺清高倚大的真

主，真主硝已賜福我們的先知一一穆罕默德和他的家

人、余~fl弟子，以及研有遵循他們的正道的人，直

至畫生日，

作者序

伊肪: 1420/8/18

是期玉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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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事嚨，僻且中的划已由

第-~:私拜的意足

~L搏，在當楊毒面的意乳 t 折持.清高的真主混z

E你要JA他們的財戶中征蚊販毒比你借販款使他們乾

淨，井使他們鈍浩-你要為他們折持z 你的折樁，聽

是文才他們的安慰，真主是全聰的，是全知的。 lCD

RP: 你~~他們祈求，先知穆罕默德(獄里。現z

“對你們任何人被邀靖肘，吐他過座答邀清，如果他

是青戒者，那么吐他折禱:如果他設有封窩，那么注

他吃仗。" @即=注他方邀清者向真主祈求吉祥、幸福

和偵恕，

i~1 (札拜〉一宵"來自于其主的意又是妒佑，

來自于余天使的意又是視植，清高的真主混: (其主

的積妒估先知，他的天使們的積均他棍福。信士的

啊 i 你們虛弱"他視桶，鹿三告祝他平安!) @艾布耶阿

個混z “真主在余天使跟前妒佑他，來自于余天健的

折轉意方視調，"伊本阿巴斯〈廳主喜位他個〉混 z

“他們視福的意思是他們折求吉訣，"

(i) (仟悔章》第 103 哲

l%I (穆斯林:¥dlll集) 1431
Ql> (同盟軍章》第 56 咕

-9-



札蹲在，辦企色中的地1tt

有人混:“此.:tJ\ (札拜一洞〉來自于真主的意均持

憫，來自于余天便的意方求燒，"

第一科主張最正碗.@清高的真主說: [遠等人，

是黨真主的桔佑和慈恩的 z 迪等人，磷是道插正遁

的0] @

他們是裝得其主的妒仿和慈憫的人，蔥憫被連接

到妒仿上，兩者是有直到的。

;~， (札拜〉來自于其主的意文是特惘，被造物

一一余天使、人和浦東的札拜z 意文是站立、鞠躬、

叩美、折持和贊美;~和獅子的札拜也是贊美.

此搏，在.律毒面的意乳z 以看特定的、余所周

知的吉行崇拜真主，以看愈大贊尚“真主至大"弄

始，覺著現平安向結束，之所以被掠方札拜，是因方

它包含了折持。

札拜曾經是所有祈禱的代名筒，然后受成特殊祈

禱的代名濁。或者是札拜曾盤是折榜的代名誨，然后

按照祈禱勾札拜之間的比例，它特斐方法律規定的札

拜的代名詞，因克爾件事情彼此接近，通常在法律中

提到“札拜"送小筒，其會文就是指法制的札拜，所

CD (古主控能轉》作者 t 伊本凱西餌，第 1076 頁

@ «貨牛章》第 157 咕

- 10-



車丸，司已捨己1:P'i研車缸中甜甜己﹒位

有的札拜都屑于新持z

畸車喝輛轉 z 它就是尋求有利于祈禱者的事情一

一帶宋利益或消除夾瓏，以著吉罷祈求蝕-x二的真

主解換需求-

功學的樹椅 z 它就是以看各神善功尋求撤酬z 站

立、鞠躬、打史和up失，權做了送些工作，他硝己以

看口音向他的主祈禱燒怨自己。由此說明即有的札拜

都是清求的祈禱和功告的祈禱，因方它包含了所有的

意文，

- 11 -



札蹲在哩，辦且中的地址

第且.-:私碎的自&律依括

根攝《古笠經》、《至當時》和伊斯主民誤的“金

波"，除了月銓街和戶徊，扎拜財于每一位成年的、

理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是又不容碎的寧、簣，清高的真主

說: [他們只奉命崇拜其主，虔誠敬意，悟道正教，

遵守拜功，完鍋天澡，遠才是正數。] <I>清高的真主又

說: [拜功X甘于信士，硝是定時的文勞。] <i>

至于《岳倒»，其中有穆阿諾 <11革主喜鈍他〉的榜

述，~先知穆罕默德<:語言的振遺他去也門的時候，

曾銓滑他說 z “你對告訴他們真主方他們在每星夜之

悔規定了五番拜功。，，®造有伊本歇愛你〈屆主 3答說他

個〉的特述，先知<:~;)混 z “伊斯竺是被建立在

五項基制之上的，作証 z 除其主之外，絕竟真正鹿受

崇拜的主宰 z 穆竿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力行拜

功:交鋪天深:封 6賴愛丹，月的青戒:有能力的人

鹿三普朝觀天磨。 n@

歐巴籠，本﹒翩米特〈廳主喜做他〉的德述，他

(il (明liE章》第 5 咕

靨《但女章》第103 可言

\l) (布哈里蓋世l/集》和《種斯林蚤vii集》

@ (布睛里牽制!集》和《穆斯林至監督II集》

- 12-



嘿，蹲在旬....:it.中的地址

昕主的使者(如提〉混z “真主角仆人規定了五番拜

功，權完美元缺地完成了它，那么，他在真主跟前硝

已荻縛了使他遁入天堂的約合……J@

失于本L拜的主命定制的《古主盔》文和《差當時》

有很多，

至于.f1"謝星的必故 2 的磅，伊斯主民族一致公試

每星夜的五番札拜是主命，@

札拜對于丹鎧蚵和F蚵不是主命，固均主的使者

<:摺; )琨 z “禮道不是嗎?虫你未月鐘的財候，你

就不用札拜，也不用封青J@

(]) (艾布迫吾縷壘制集》

也《禪額尼》作者 z 伊本古建簣. 3/6
(J)(布暗里壘vii集》穿白《穆斯林至型II聾).艾布鑫起梅和iJt*歐查取〈驅主喜說

他們)的轉述

- 13 -



札蹲在哼，辦率已申的見誰

第三篇:私釋在伊肩背互之中的地位

札拜在伊斯主之中有看至美鞏耍的地位，証明它

的重要性和棉大的地位的証揖有z

1-北再是It...伊』層單喝拉石

在穆阿畫畫〈廳主喜鈍他〉持述的《墨當時》中，主

的使者〈撥單打說z “五事之首是伊斯主，它的柱石

說是社拜，它的頂峰就是均主道奮斗."@如果往石個

塌了，那么，它上面的建規樹也說個塌了.

2-人的青先是封靖算的越是北毒

主作的成敗是根揖其拜功的成敗而定，艾奈斯

〈處主喜說他〉的特述，主的使者〈提提〉說z “愛

牛日，仆人首先受到的清算的就是他的拜功，如果他

的拜功全美[，那么，他其它的工作也說全美了:如

果他設有完美拜功，那么，他其它的工作也就不全得

到完善，"在另一倩述中，主的使者( :.缸，。說 z “畫

生日， ~令人首先受到的考肉就是那看他的扎拜，如果

他的拜功全美了，他磷已成功:如果他設有完美拜

功，那么，他聽己亨折。"@

°(8輯萬日景都l揖~)

ec事自蟄居墨胡l集E

-14 -



札蹲在，輛車色中的揖1ft

台米姆﹒垃利〈廳主喜f見他〉的特遠，吏的使者

(言語早~)說 : u愛生日，扑人首先受到的清算就是他

的拜功，如果他全美了拜功，那么，就金投記是在

4全美拜功者，的行列之中 z 如果他設有完美拜功，

棉大的真主就合X吉他的余天使混z “你們查一查我的

追令仆人有設有副功拜，如果有，就用它去科全主命

拜吧。 n 天課也是如此，然后其它所有的工作都以此

獎推。自

3-北再是伊辦單申最后失品崎.i+

如果伊斯主失去了札拜，那么，它磷已完全消

失，艾布互通竭妻〈廳主喜位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認鞋〉說z “伊斯主的校科一定全被一起慮地輯:寺，

每對它的根力被剝去一居吋，人們就卉始學j它的下一

崖，首先失去的是它的法律，最后失去的是拜功。 n@在

另一持途中，主的使者〈驚訝~)混=“人們首先失去

的是信托，最后失去的是拜功，也好札拜者在拜功中

不能草鞋帶任何善功f@

牛和再是主甜使毒〈結結〉材，肩背棒最后甜甜t現

(J) (艾布垃吾極差 ~II集E

l1\ (艾哈默德基官 II黨，

~(春白拉尼華曾 II集》

- 15 -



札鼻祖瞥..;辭其中的地誰

溫姆鑫茱菱〈膳主喜位她〉的特述，她混z “主

的使者〈告憬的最后的遺曬是: ~你們對謹守拜功，

你們三普遍守拜功，你們對因自己所掌管的奴仆而敬畏

其主'。"主的使者(:眾心把它作站最終的曬托。@

5-真 JK 泉轎車A拜并且令牟余人此持看

清高的真主說: [你座三且在述部室主典里提及伊斯琦

伊菜，他礦是重吽竭的，他是使者，又是先知，他以

拜功和天課命令他的家厲，他在他的主那里是可喜

的。]@

6圓其主越會L~年再材和瞞自寧祥地，當.ft此碎的人伯

清高的真主混: [在他們去世之后，有不爵的后背

鍵承他們，那些后裔康奔拜功，順)}...嗜傲，他們轉過

遴漠的提鹿.，] <ID

清高的真主又說: [鉤f害者，的硝想欺騙真主，他

特以他們的欺騙回掘他們，對他們站起來去札拜的財

候，他們懶洋祥地站起來，他們站名的眷，他們只稍

稍氾念真主，】@

7-在喝小件最祠之處，私再是伊:it互之中最蠶蠱

∞《艾布垃吾種是當 II集》

iSl (費品摩章E 第 54-55 哲

@ (賣1F~章》 第 59 可言

(J) (蚵女章F 第 142 唷

- 16-



札蹲在會，真停車主中的地﹒位

畸晏....最停J... fb丈粒

阿布杜拉﹒本，歐安局之〈厲主喜做他俯〉的持

述，先知〈嗨，的混z “伊斯竺是被建立在五項基磁

之上的，作証z 像真主之外，絕充真正僅受崇拜的主

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z 力行拜功:交鍛天課:

封 4賴妻丹，月的青戒z 朝童車夫房。"由

8-籠調色重』每位的迫寄:

其主沒有過垃杰布拉伊萊夫使在大地上規定官，

而是在登霄之夜不用任何媒介于七屠天上棄自規定了

它，

9-，4£史正 +41位私昇

這証明了真主喜愛仆人的扎拜，然后清高偉大的

真主角他的扑人減少到在每壘夜之間扎五番拜功，五

件工作，在天平上有五十件善功的回歸，述証明了它

重要的地位，

10..其主叫f'，;t，昇~""sc.場看咱且悴，J\..括其私搏鎔

泉色，這輩輩喝了拖再畸重』每位

清高的其主混: [信士們碗已成功了 z 他們在拜

中是器廠的，他們是通寓謬槍的，他們是完鋪天課

CD (布哈里至胡 l聾，和《穆斯林基胡 1集》

-17 -



學ι，早早£."..• .tt.中的刻~U:

的，他們是保持貞操的，除非滑他們的妻子和女奴，

因方他們的心不是受譴責的:此外，進再有祈求，誰

是超越法度的人，他的是尊囊自己所受的信托和自己

所錯錯的盟釣者，他們是遵守拜功的人們。】@

11-真主...+穆牢獸轟〈提提) Jt其且越是事......

祉，徊的求人札搏

清高倚大的真主說: [你座過命令你的家人札拜，

你X甘于拜功，也座~持之以恆，我不惜何你的錯葬，

我只供錯你，著果只知于敬畏者，】@

阿布社設，本﹒歇愛$ (題主審鈍他個〉的特

述，先知(緊緊〉說=“虫你們的孩子到遠七;但肘，

鹿命令他們札拜:對他們到送十步的時候， (如果他

們不札拜， )座滾打著吐他們扎拜，底勾他們分床而

噓。，，®

12-令令揖追尋L拜的Jli司或志都札再看，追尋F再增

遠也肯定了本L拜的重要性，艾奈斯﹒本，有立克

(廳主喜說他〉的特述，先知( :潔的混z “誰忘記

了札拜，道他氾起肘，吐他朴扎，隊此之外，設有羽

(i) (信士章》第 1-9 哲

I:&l (培略軍》第 132 哲

\xl «艾布控吾德華曾 II集》

- 18-



札蹲在11'"辭其中的地龍

酸。"在伊耳目穆斯林的特途中，主的使者(嗨，的

說: "堆志坦了札拜或睡述了札拜的肘悶，其聽聽說

是道他氾起肘，吐他朴札唔"由至于昏述三天，或少于

三天者，也僅追逐朴失去的拜功-@至于昏迷起草t三

天者，則不需要注朴，因方昏迷超述了三天，就如失

去理智者一拌，其主是最知道的，@

CD (布哈里是胡 l集》和《穆斯林華研 l集》

<%l (穆飯店》作者 z 伊本古追囊， 2/50-52
1il (i法律載快苦萃》作者=阿布社間并草﹒本﹒巴數2/ 457

- 19-



札蹲在唔，辭其申的地址

第甜~~此拜在伊崎至中的 4車站已

札拜有著特殊的地位，它不同于其它的善功，其

中有=

1-其主化此持增長通信仰

清高的真主說: (其主不致使你們的信仰徒努克

酬，真主X甘于世人，聽是至愛的，磷是至慈的。】@意

思是z 真主不合使你們朝向通寺的拜功徒費x阱，因

:JJ札拜誼E~了他的吉行。

2-結剖提到札坪，-1j射于伊無至~色的雄偉

清高的真主說: [你座豈宜樓房示你的詮典.】@福

讓它、道插它、并且把它履行到伊斯主的各項法律

中，黨接若真主三又混: [你~遵守拜J}Jo] 特別提到札

拜，便于藍剔，清高的真主又說: (書是扇示他們 z 虛

道力行善事，謹守拜功... ···0] @同著提到力行各科善

事的同肘，又特別地提到了它，

3-此拜在«i;J單位》申每件，增停相互路金

其中有z 清高的真主混: (你們對遵守拜功，完兢

(J) «賣牛章》第 143 哲

@ (蜘蛛章E 第 45 哲

c!l (余先知韋》第 73 常

- 20-



札蹲在旬，辭其申捕判~tt

天澡，勾鞠躬者問并鞠躬0) (j)真主說: (你鹿三5克你

的主札拜，并宰牲0] @其主混: (你混=“我的札拜，

我的稿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碗都是方真主一

一全世界的主0] lID其它的起有很多很多，

4圓其主++喝己的也#輯之以但他堅守拜功

他說: [你鹿三告命令你的家人札拜，你對于拜功，

也僅對持之以佳， ~毫不惜伺你的捨舞，我只棋蛤

你0] (i)時肘，命令他在所有的功修中都鹿虫耐心地崇

拜其主，國方清高的其主混: [你座~耐心地崇拜

他。】@

5..真主揖a走在任何站起見7:if--窺私昇

井設有件可病人、或害怕者、或放行者等等放奔

扎拜，但是有肘允許他減鞋拜功的象件，有肘允許減

少拜數，有財減少拜功的劫作，然而在理智健全的情

扭下不允許任何人放弄扎拜。

6-其主弟札昇.(rJ走了..完美崎..件:

大小掙，在服的裝備和朝向天房，而投有均其它

(j) (黃牛章》第43 唷

I%l (多攝章》第 2 哲

~ <桂畜章》第 162 可言

~ (嘻哈韋》第 132 哲

<sl (賣力，jfl韋》第 65 '有

- 21 -



牟ι"，a哼，夠惜色中~揖!.t!t

的功修規定遠些奈件。

7國人徊在此再申4年舍身。拖拉入 2

心、口舌和肢悴，以及海其它的讀學所設有規定

的事頃，

8-華正在札持中特聽其宅的事情，甚至于胡風亂

想、吉器和思考等札拜之外的事情，

9-';lJ拜是丈他祠底生信車其主釣...口

它是列位先知的浩律胡匙，其主所派遣的每一位

先知，都~其規定了札拜，

10-私持每桔卻故鵬 1晨在-起

清高的其主氓: [他沒有信道，也設有扎拜，他否趴

真理，背奔正道。】 ω札拜的梅志非常多，數不監教-

(i) (靈活章》第 31-32 哲

- 22 -



扎鼻祖哼，辭其中的地ttt

第五銘: ~含義.:h-札持身的到農

放奔主命拜功就是否說真主罪，權園角杏弘扎拜

是主命而放奔它，報指學者的一致公氓，他是最大的

球愚行兔，即使他札拜也要 1 至于完全地放拜拜功，

他井不否說札拜是主命，他也硝己否說了，根指學者

們正碗的說法z 其最大的否說就是背強伊斯主。因~

當E揖很多，在其中筒明扼要地有2

1一清高的其主混: [在那日，大娘特i拖失，他們特

設召去叩失，而他們不能叩失。同時，他們身遭凌

辱，不敢仰纜。而泣去他們健全的肘候，曾敬召去np

!k o 】@述証明了那些放奔札拜的人每否試者和的信士

在一起，至2穆斯林大余叩長肘，他們的脊背不能穹。

即使他們曾銓是穆斯林也要，因方他們曾鐘就像余穆

斯林一祥奉命去扎拜。

2一清高的真主混: [各人格因自己的膏謀而作揖

押，惟幸福的人的除外，他們在眾園中互相梅祠，拇

犯罪人們的情況，“你的方什么墮入火獄呢才"他們

混z “我們沒有札拜，也設有按貧，我們勾妄言的人

(i) (嘻:軍E 第 42-43 咕

·23 -



4ι'平措.....;籠中的總!，:t!t

們一道妄宮，我們否玖披座日。"】@放奔本L拜者是在

連續那些當斌火獄鏡灼的犯罪者的街道路，清高的其

主混: [犯罪者的硝在逃漠和烈火中，他們幫甸著設

施入火獄之日，特xu-他們混=“你們嘗試火獄的鈍灼

吧 I"] @)

3-清高的真主說: [卸果他們悔莫t 自訝，遵守拜

功，完紡夭瓏，他們就是你們的教胞，我均有知濕的

民余解釋許多逾象。 0] @{富士的兄弟是根揖扎拜而定

的。

4一要比永〈廳主喜做他〉的特述，他昕主的使者

〈姆拉〉說 t “一令人〈穆斯林〉勾畫詳伴和否主人之祠

的區剃就是放奔札拜。，，@

5一阿布社拉，本﹒布賴德的特述，他的父奈研主

的使者〈嗨，是)說 z “我們勻他們之肉的約合就是放

奔扎拜，堆放弄了札拜，唯磷己否汰了。" @

6一阿布杜拉﹒本﹒寒費格〈應主伶樹他〉混=

“在穆竿默德〈姆拉〉的主1~1弟子看來，只有放弄札

(i) «量極的人章》第38-咱可當

(%I (月亮葷》第 47-48 i吉

(1l (仟悔章》第 11 哲

(j) (穆斯林歪扭l集》

~ (鹿勒都臼歪扭|揖~»和《奈tp伊~i)1I集》

- 24-



札蹲在會辦揖中的地10:

拜，才能當時先杏故主的人〈強教〉唔n eD

7一件多學者特述，食至 f1弟子一致合故z 放棄札

拜就是否弘〈撮教)0 rl)

8一伊耳目伊本泰易米耶〈廳主持樹他〉提到了十

余証明放奔札拜就是最大的否說，@

9叫伊南昌伊本蓋易慕〈廳支持樹他〉提到了超迂

二十二奈誼E扭，証明放奔扎拜就是最大的否汰。@

毋庸置撓，根掘進些現涯，最正碗的主張就是所

有放奔札拜者都是否弘真主的人，

1。一伊耳目伊本益易毒草〈單單主持惆他〉混z “的

碗，証明放弄扎拜就是否汰的直指有:(古主銓》、

《圭illI)和余蚤1'"1弟子的合訣。n c§l

CD(提勒來日至世II集》

«l(札拜B 作者z 伊本董暑幕，第26 頁

@ (謝訊時﹒歐蟬體E 作者=伊本轟轟米耶. 2/81-94
@ (扎拜》作者z 伊本益品薯，第 17-26 頁

@的L拜》作者=伊本董屬莓，第 11 頁

- 25-



專ι'事早皂?M'.籠中的判~ttz:

第dr銘:札拜t!I貴重

1-~再能時止--b1.Jt*，尋，罪惡

清高的真主混: [你座§宣淒肩示你的鎧典，你謹

遵守拜功，拜功的萌能防止丑事和罪惡，氾念真主福

是一件最大的事，真主知道你們的一切行方。】@

2-北拜是在椅1'-硨起祠之后，伊躇益最貴重喝且摔

倒布杜拉﹒本，愛斯歌德〈廳主喜做他儕〉的特

述，他說z “我曾銓清教主的使者(詩~:;):什么工作

最貴重? "使者說 z “最貴重的功課就是=按需扎

拜。"我又向=“其故呢? "使者混z “孝敬父母。"我

又何: "再其故瞬? "使者混=“克主道杏斗，"@

3-脆弱峰是聲

賈比均可〈思主喜說他〉的持述，主的使者

〈諾言戰〉說 z “五番拜的倒子就像是在你們某令人的

口前有一奈何，他每天在其中說五改諜。n®

4喝峰S乎是

艾布胡菜賴〈廳主喜位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D(輛揖章》第 45 哲

tJl (布暗里至當II集》租《穆斯林歪扭 i攏，

~ (穆斯林基VII集》

-26 團



扎蹲在1JI"辭其中的地詛

〈隸書是〉混=“五番拜功，一小主廓到另一小主廓，

-~青月封另一-t-寵月，只要設有犯大罪，均能消聽

其悶的述情。，，<1>

5-昇輯是我A拜看今后唔唔伯克-!

阿布社控﹒本﹒歐委主R (廳主喜說他輛〉的f費

遠，主的使者( ::諒。說z “權看守住拜功，拜功轉成

方他宣生目的光亮、明渣和成功:堆設有看守住拜功，

他就設有的光亮、明証和成功z 隻生臼，他轉向噶怡、

時蠱、法老、歡班耶﹒本﹒海某福在一起〈赴于火獄之

中 )0" ®

在艾布穆醉，艾勒艾斯詢和〈廳主喜說他〉持述

的《圭1111) 中提到，主的使者〈言語單的現=“札拜就

是光明。，，@在布職德〈廳主喜說他〉持述的《圭切I}}

中提到，主的使者(~鏘的說z “你自摸黑去清真寺

札拜的人披喜砲 i 在愛生日，他格在全美的光明之中

行走，n@

6-其主兔看仆人酋拖再帶司已具品缸，喝峰這.

使者〈是想心的令人構巴賽特述，主的使者

ID(穆斯林至調集》

S(艾高速吾鐘圭制集2

..(穆斯林基胡i龜，

Ii) (艾布垃吾嘻至現聾E

- 27-



車ι，早在會，輛車主中的地﹒血

〈身擔心對他混=“你塵滾多多的 np失，因方你3句真

主新郎的每一~失，真全都金以此升高你的一小品

敏，消障你的一小娃錯。 n <D

7-~L得先進入1:...安悴陵尤品o (:話告〉最 4事太的割

舍之-

某比悶，本，卉阿拜，艾勒艾飯菜米倩述，他

混z “我曾經路與丟人(音訊員〉垃夜，我均他准各了

說小淨的水和他所需之物，他( ::;~;;) x才我說 z ‘你

想要得到什么? '我說:‘我想在天堂中陪你J 他

說: '起有其他的要求時? '我混: '設有，但此而

已J 他混: '那你就多多地叩失吧po'，@

8- :t 超'.$:靖真寺私搏，可別 tl符...塌，升毒品

鼠，唷峰..鶴

艾布胡某敕〈廳主喜恨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 :話，心說:“堆在自己的家中說了完美的小淨，然

后::hI 了札主命拜，而步行去真主的朝房中午L拜，他的

兩+腳步z 一小能消除蜻喂，另一小能升高品綴。n@

在另一竄《至當II) 持途中 z 主的使者(:瓣。說E

Q) (穆斯林基制|集》

(J) (穆斯林主音 II集》

@ {穆斯林華當II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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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鼻祖旬，真付之中的地'to:

“你們任何人說了完美的小淨，然后去清真寺札拜，

只要他拾起右帥，清高棉大的真主就均他況最一件善

功，只要他落下在帥，清高棉大的真主就海他消除一

件體漠...…J，也

9-穆 a哥拉早地 -t;. i實真寺私搏，守，其是得先安~Jj哥

哥真品的是所

艾布朗茱賴(厲主喜說他〉的伶述，主的使者

〈摺結〉混z “罐車晨或晚上去清真寺里札拜，真主

就方堆在天堂中准各一赴居所，每對他早晨或者是晚

上去清真寺的財候J@那是均未l惜它的客人准各的居

所。

的圓其主以看再轉唷聞學札持母在為轟持之祠的揮主￡

歇斯曼〈軍主喜說他〉的特述，他昕主的使者

<:譚心說 z “沒有任何一位穆斯林完美地說了小掙

便要，只要有，真主都金儷恕他直至三下一番札拜之闊

的迂緒。，，@

lt-~la拜能喝喝p告之甜的延續

歇斯曼〈思主喜說他〉伯特述，他昕主的使者

心 4艾布迪普嬉蓋到1\集B

(l[i (布哈里至引II集》和《穆斯林墨胡l集》

@ (穆斯林主111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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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ι'事省已習...3t中白色划已?且

( ~潛心混 z “任何一位穆斯林，~主命拜的時間來

l偷肘，他完美拜功的小掙、謙恭和鞠躬，只要他設有

犯大罪，那么，他]A前所有的追皓都得到了燒恕，生每

身都是如此f@

12-A.又使犯站在札拜......等待此冉的人徊，手持

私拜此等于此再

艾布胡萊職〈廳主喜位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 :嘉誠〉混:“一令人參加集体札拜比他在自己的家

中和合共場所〈為主連長〉扎的拜功費垃二十九令鈑剔，

那是因;每一令人完美地說了小淨，然后去清真寺，只

是渴了扎拜，井投有其它的功抗，他每走一步，就能

升高一小品級，消陰一小錯誤， ]歪歪他避入清真寺，

對他遊入清真寺，等待扎拜就等于扎拜。你們任何人

…直坐在他札拜的地方(記念黨主)，沒有街害他

人，也設有背淚，那去，航天使就含油他折持說 z

4 主啊!求能特備他吧!主啊!求鎔饒恕他吧!全

啊!求您接受他的仟悔吧!'" @

13-等待此再是.i.i(J:.的包帶

艾布胡萊賴〈廳主喜鵲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CD (穆斯林華研 l集》

~ (布哈里是當 II難》和《種斯林基督I[摸》

- 30-



桐，揖棍，研.中的地址

(對照〉混z “推進我設有告訴你們其主以此消除注

緒、升高品級的工作時? n

差叮弟子們說: u主的使者明 1 怎么不是嘴? n

使者〈 Emo 說z “在回雄肘完美小掙，徒步去

很湛的清真寺札拜，札拜之后等待另一番拜功z 那就

是你的的組帶，那就是你們的紐帶。 "CD

14四岳拖得此位~~甜輯也是甜甜..-~

艾布為竭菱〈軍主喜說他〉的特述，主的使者

〈諸如〉混z “誰帶看完美的大小冷JA 自己的家中出

來，去清真寺里參加主命拜功，其間賜就像受戒的朝

觀者的報酬一祥z 誰去札杜哈拜，只有它才合使其感

到勞累，其回歸就像參加副朝者的掘酬一祥 z 拜功獸

系著拜功，其伺設有混世俗的嬉戒吉爾，其工作被迫

最在善人的工作薄之中e"@

15-品 it 真寺參加品体私昇搗亂耳ff~...t.看，也有At

i. 看噶爾.

艾布胡某頓(廳主喜鈍他〉的倩述，主的使者

〈絮絮。現z “誰說了完美的小淨，然后去清真寺參

加集体扎拜，但是他授現人們已銓札完了，的碗，請

(D (穆斯林華制 l集，

~ (艾布追吾搗基也 II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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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丸，司已早Eo哼，抑u色苟且也~.f也'Dt

高棉大的真主金餾予他笑似參加集体札拜者的提酬，

而參加集体札拜者的提酬盤毫也不全欠頓。，，0)

16-軒昂毒人亂了 4、亭，聽后是靖真寺里參加$悼

札搏，那 4色，也越是在札得之中，底是他返回，弄A

~他但是4直通緝毒功

艾布胡萊賴(廳主喜位他〉的特述，定的使者

(假需〉說 z “如果你們某人在自己的家中說了小

冷，然店去清真寺參加集体札拜，那他就是在本L拜之

中，直至他返悶，他不要說: '述祥的活。， "他把自

己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艾布胡萊賴〈廳主喜說他)

的伶述，主的使者( f餘的說z “對你們任何人JA家

中出素，到我的清真寺札拜，那么他的-~步錢氾最

著善功，而另一+則消據情淚，直至他返回。，，@

丈布阿布拉拉﹒丈哈默龜

舟子嘻地是對

伊d寄: 1426 年.t'}J﹒公OJ: 2005 年 S }J

Q) (艾布述吾德牽制|槃》

:» (伊本胡宰費丟在制|黨~ »和《啥克木;¥;\l 11 集~)

~ <:伊本胡宰妻蚤胡 l集》、《奈抄伊三是到 II集》和《蜻竟*:?fiJ ll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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