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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亭至仁至沒硒真主之名

看古

r:rJ 

....:....切嘧頌全肛真主，我亻「］贊頌他，祈求他佑助，向他仟悔，

祈求他的侥恕；祈求真主护佑我亻「］免遭自身惡劣和不端行为的仿

害；真主引皂的人，没有谁能使他迷课；真主使他迷课的人，没

有谁能移引尋他。我作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狼一元

偶，絶元伙伴；我作证，穆罕默德蕊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者。

伊斯竺律法是中庸的，她的教尋确定了令人的行为，是家庭

与社令的准绳，指明了她的真道与真理。她的教尋并非只是辻失

腩享受辯沱示趣的理诒，也非令人享受其优美的诵塽而不明白其

真叉的一秭语言。真主制定伊斯竺法律是为了規范介人、家庭和
社令的生活，为人突照亮其路，把他亻fJ从黑暗中引向光明，实現

他亻fJ与造物主之冏、自我与他人之「司的幸福与満足。
由于人的生命以死亡为終結，所以他座垓尽量利用能使他在

今生、后世都受益的一切，以此者作末日的佶蓄。更因为一介人

的幸福在于他能判明其宗教与生活中的是非，奈自描絵自己的未

米。用一切米实現対造物主的崇拜、建没宇宙、引領人突。咨洵
并描絵出自己的希望，元诒大小事各皆求助他的主，加強与他之

冏的失系。

为此，祖勒菲地巨併民宣教机枸策划出版了迏套简易教材，

希望它能为每一介尋求真理者或探尋者、或想荻益者最佳礽助。

但愿那些渴望挙刁其宗教知讠只，用有真确证据的知讠只充实自己的

家庭能在迏本节中找到他的所求。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时I河用

在求取教律知讠只，迏是因为他在真主奠前具有高貴的地位，求知
是奈近真主的最佳途往，最重要的工作。真主确已提高知讠只和挙

者的地位。超絶万物的真主悅：｀｀真主将你亻「」中的信道者升级，并
将你亻「］中有挙何的人亻［］提升若干级，真主是确知你亻fJ的行为的。＂
（《古竺經》 52: 11) 

挙者的地位絞敬拜者的地位高，如同満月比其它星宿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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挙者亻「］是女先知的继承人，而先知ff]没有留下－坎金銀，但他亻「］
留下了挙讠只，谁能求得迏些挙讠只，就是很有福份了。真主若要一
介人好，就辻他荻得宗教知讠只。

我亻「］祈求真主接受迏份工作，使它的利益普及。他是全昕的，
有回座的主。祈求真主賜福我亻［］的先知默罕默德蕊及他的眷屑和

同伴亻「］，并祝他亻「］平安。

~(真主的杯蹩｀｀祝福与安宇屑于他＂）



霫氰是知慎戴矚

信亻，某本原則

勺寸澋億,, (iA. 主拉一）入共升其

己

｀｀対嘿德＂是将考厲真主的和苗厲真主的各秤工作肛于真主。

迏是真主所下命令中的最重要的律令。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你讽：

他是唯一的。＂（《忠滅章》 1) 又iJl: "我刨造精炅和人哭，只为要

他1n崇拜我。＂（《播神章》 56) 清高的真主又讠兑：｀｀你仞肖崇拜真

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妞女章》 36) 。

｀｀讠寸嘿德＂分为三神：｀｀讠寸嘿德·魯布比耶" (真主刨造天地

万物并葬育她的狹一性）、｀｀讠寸嘿德．烏户嘿耶＂（只有真主才成垓

受拜）、｀｀讠寸嘿德．艾斯瑪．隨法特＂（真主的尊名与特性的狸一性）。

某一 '11': -i寸須億. t-if 比耶（主字性）

即：滅信真主是宇宙万物中唯一的刨造者、安排者，他供葬万

物、．执掌生死，天地万物的枚利唯肛他掌握。至高元上的真主讽：
｀｀除真主外，述有什么刨造者能从天上地下供給你if]嗎？除他外，

絶元寂受崇拜的。＂（《刨造者章》 3) 又洸：＂多福哉拥有主枚者！

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囯枚章》： 1)。真主的枚利覆蓋了宇宙

岡的万事万物，他为所欲为。

真主是万事万物唯一的安排者和掌管者，真主讽：｀｀真的，刨

造和命令只扭他主持。多福哉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高灶章》

54) 一切被造物都唯免他的安排和掌管。

対于迏神从主袖一的信仰，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否从，而他亻fJ
是表面不信，而內心却是承从的，正如真主所況：｀｀他1f1的內心承
讠人那些迹象，但他if]为不乂和傲慢而否讠人它。＂（《蜴蚊章》 14) 而

仅只是承从真主是刨物主是尤济于事的，卦年那些多神教徒的承

从対他亻「］起不到任何作用。真主是迏祥描述他亻fJ的：｀｀如果你同他

亻「J:'谁刨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亻fJ必定讽：｀真主。＇他亻fJ
是如何荒璆的！＂（《蜘蛛章》 61)

某.::.真 :i寸澋億．怎户嚥耶

即：将一切用米表迏崇拜的工作用于真主，任何人都不座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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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或物举伴主、崇拜他并奈近他，为此真主刨造了万物。真主

讽：＂我刨造精炅和人哭，只为要他1n崇拜我。＂（《播神者章》 56 。)
也正是为了隹迏迏介真理，真主派遣了焱使者，頒降了渚經典。
他遵：＂在你之前我所派這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絶
元威受崇拜的。所以你1n成蚩崇拜我。＂（《蜘蛛章》 25) 。

迏神从主袖一的信仰，是多神教徒在女使者向他亻「］宜迏真理

时所否从的，真主讽：｀｀他1f1讽：你未教我1n只崇拜真主，而抛弃
我仞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嗚？＂（《高灶章》 70) 。

所以，不可将任何崇拜方式（尓巴代）用予真主之外的，元

沱他是接近真主的天使，坯是被派遣的先知，．或是清廉的贤哲，
或是任何一介被造物，因为｀｀尓巴代"只座四于至尊的真主。

某三真：i寸濕塢· 丈酯瑪·隨~~

即：滅信真主対自己的杯呼或対自身特性的描述，或他的使者

孟用以杯呼他的尊名或対他特性的描述。用符合真主的至尊的方

式米肯定迏些尊名与特性，絶不可以篡改、弃置，也不可做｀｀如
何或怎祥"的描述， 1更不座以它物比姒，确信迏些尊名与特性厲

实际意乂而非臆喻。否从那些真主自己否从的或是使者蕊为他否

从的。至于那些没有证据确从或否定的，我亻「］皮垓止步，不予肯
定或否定。 2

举例讽明真主的尊名：清高的真主杯頌自己为｀｀罕佑嘴；尤目＂
（永生不天的），所以我亻［］就皮酋堅信｀｀罕佑＂（永生的）是真主
的一介尊名，并且坯要相信迏令尊名所包涵的特性：前元始后元終

的永生。真主杯自己为｀｀賽米尓＂（全聰的），我亻「］就皮岂皈信｀｀賽
米尓＂是真主的一介尊名，全昕是他的一令特性，他是全昕全知

的。
举例説明真主的特性：至尊的真主讽：｀｀犹太教徒诱：｀｀真主的

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1f1的手被拘束，但愿他111因为自己所説

＇一篡改：在没有证据的情況下改変真主的特性（隨法特）的描述．
—弃置性：否定全部或部分真主座有的尊名和特性．
—"如何的＂是指在內心或用语言敘述真主的特性。例如讽：＂真主的手如何、如何···"
—｀怎祥的＂是指用被造物的屑性米比喻真主的特性，或相信他有哭亻以被造物的屑性．
2 至于它的意乂：他if],~要祠令清楚。如果表迏的是借淚的意思，真主远寓其意，必颎拒絶；
如果表迏的是真乂与清高的真主相符，則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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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言而被弃絶！其实，他的两只手是展升的；他要怎祥煚用，

就怎祥喪用。＂（《筵席章》 64)。真主肯定他有戏手，形容为展升

的，意为博施。因此我亻「］皮咢皈信真屯拥有博施恩典的戏手。但
是，我亻n不皮试囹思考、淡讠它迏戏手是怎祥的形态，也不可从为

真主的戏手相似被造物的手，因为真主況：｀＇任何物不似象他。他

确是全聯的，确是全明的。＂（《仂商章》 11 。)
対迏秭从主抽一信仰的急結是：我亻f」必須堅信真主为自己肯

定的，或他的使者苓为他肯定的尊名与特性，堅信它是真实的否

定真主和使者远所否定的。不可篡改、弃置，也不可做｀｀如何或

怎祥"的描述，更不可以它物比姒之。

,｀清真古＿除真主之外，纪元&~:崇拜考，的壽乂

｀｀除真主之外絶元皮受崇拜者＂迏句话是信仰的基絀，在伊
斯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伊斯竺丑大要素之首，是信仰

中最重要的一項。只有口＊诵念它，了解其意，遵循它所要求的

一切，一令人的工作才能得到真主的接受。

它的真意不容篡改，即：｀｀除真主之外，絶元真正座受崇拜者。＂
它不能被解秤为：｀｀除真主外，絶元刨造者＂或｀｀除真主外，絶元

真实存在者＂。因为迏只把清真言局限于讠寸嘿德．舄户嘿耶之中。

而忽视清真言中至美重要的讠寸嘿德· 舄户嘿耶。

迏句话包括了两令基本內容：

1 一否定。即：我亻fJ所念的" 4-.lj'J" (没有座受崇拜的神炅）。
否定了一切事物受崇拜的神炅性。

2一肯定。即：我ff]所念的 "o\.lll'JJ " (唯有真主）。肯定了唯

有真主才座垓受拜，他没有同伴。
只有真主才座垓受到崇拜，不允讠午将任何形式的崇拜（尓巴

代）用于真主以外的人或物。了解迏句话的意叉并宣涙它，遵循

其精神：否定以物配主，堅決从主狸一，并付渚于行劫的人，才
是真正的穆斯林。行为遵循其又却不相信它的人，是伪信者；行

为連背了迏令原則的人，即使他口失宣埃清真言，他坯是以物配

主者多神教徒，味徒。

＂哈真主之外，纪元&'.史·崇拜者＂這句清真古的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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迏句话蘊涵着讠午多的尊贤和福祉，其中有：

1一它可以使原本皮垓永居火猿的穆斯林不永居其中。布哈

里圣圳集、穩斯林圣圳集记裁了先知孟的话，他讽：｀｀念了｀除真

主外，皮受崇拜者''心中有一令大変粒大小的善的人将脱高火狼；

念了｀除真主之外絶元成受崇拜者,'并且心中有一令小変粒大小

善念的人将脱窩火獄；念了｀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心中

有微尘大小的善的人将脱高火猿。＂（圣i)II挙家一致同意 44, 193) 
2一为了它真主創造了人突和精炅。真主讠兑：｀｀我刨造精炅和

人突，只为要他in崇拜我。＂（《播神者章》 56)

3- 为了亻夸迏迏介真理，真主派遣了焱使者，頒降了渚經典。

真主税：｀｀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

絶元成受崇拜的。所以你1「]成蚩崇拜我。＂（《焱先知章》 25)

4一它是焱使者宣教的铂匙，他亻「］都亻耜迏了迏介真理，他亻［］

每一令都曾対他的族焱讠兑：｀｀……你ff]要崇拜真主，除他之外，

絶元成受你ff] 崇拜的。＂（《高灶章》 73)

5一它是最好的纪念调，先知孟讽：｀｀我和我之前的念先知

所念的最好的言鋅是：｀｀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袖一元

偶，絶元伙伴。＂《穆宛塔圣iJII 集》

a真主之外紀元hi'.史·崇拜考＂蜜古的令件

｀｀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迏句宣言有七介糸件，只
有同时具各迏所有的糸件，迏介宣言才有效，它亻fJ是：

1 一知晓：即知晓迏句话中所包涵的否定和肯定的意叉，及

皮垓付渚的行劫。如果一介仆人知道真主是唯一的座受崇拜者，

崇拜它物皆为迷课，并用行劫去实跋迏介知涙，那么，他已知晓
了其叉。真主讽：＂你座對知道，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穆
罕默德章》 19)。主的使者蕊悅：｀｀知晓｀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

崇拜者＇的人死了，他将迸入天堂。＂（《穆斯林圣圳集》 26)

2一堅信：即堅定地、岌自內心地诵讠奕｀｀作证言,,'不參朵任
何精炅和人突中的惡魔所散布的犹疑，堅信不疑的堅信所诵诵句

的意叉。真主讽：｀｀信士，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寢
室章》 49: 15)。主的使者羋浣：｀｀我作证，除真主外再元座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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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确是真主的使者苓。兒着迏两句话去佘見真主，并対它元

至疑的仆人，必迸天堂。＂（穆斯林收呆： 27) 
3一接受：即用內心和言语完全地接受迏句宣言所要求的一

切，堅信主的使者臨佳迏的所有事各，完全接受，又元反顾。真

主讽：｀｀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経典，信士1f1也确信那部経典，他
仞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丸天使，一切経典和念使者。（他1f1 讠兑）：

｀我1f1対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1f1 讠兑＇我1f1昕从
了，我1f1恩求你赦宥；我1f1的主啊！你是最后的V3 宿。'" (《黃牛

章》 285)

拒絶接受迏一切和反駁它表現在反対一些教律的新法与判

決，或与之刈抗。就像有人反対教律対偷盜、通奸、多妻、遺严
分配等事各做出的判決。真主讠兑：｀｀肖真主及其使者判決一件事的
时候，信道的男女対于他1f1 的事，不宜有造捅。＂（《同盟罕章》 36)

4- 服从：即対清真言所含的意又完全服从。｀｀服从＂与｀｀接
受"之岡的巨別在于｀｀接受"表現在言辟上，而｀｀服从＂則体現

在行劫上。如果一介人了解了｀｀除真主之外，絶尤皮受崇拜者＂

的意叉，內心堅信，口失承从，但没有以实际行劫米表示｀｀服从"'
将知讠只付渚实贱，那么，送対他是元益的。真主讠兑：＂你1f1 肖四依
你仞的主。＂（《臥伍章》 54)。又讽：｀｀指你的主友誓，他1f1不算皈
信，直到他1f1清你判決他1f1之 11司的紛争，而他1f1的心里対于你的
判決毫元芥蒂，并且他亻［］完全順服。＂（《妞女章》 65)

5一減实：即滅实地崇拜真主，滅实地対待対真主的信仰。
真主悅：｀｀皈信的人亻f1啊！你1f1要敬畏真主，要和減实的人在一起。＂
（《仟悔章》 119)。主的使者蕊悅：｀｀谁友自內心地、滅实地念诵

了｀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必迸天堂。＂（伊瑪目· 艾哈
辺德圣圳集）如果口诵｀｀作证言"'而內心却否从它的意叉，那么，
他就不令得到拯救，而是墮入伪信者一伙。与滅实相述背的事情
有：否从主的使者起所亻耜迏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因为清高的真主命

令我亻「］服从他、相信他，并将此与服从真主联系在一起。真主讠兑：
｀｀你诱：你亻f1威蚩服从真主，庶肖服从使者。＂（《光明章》 54)

6一純減：即以純滅的立意使自己的工作得以純洁，不受以

物配主的玷污。迏表現在所有的善功都是虔滅为主而做，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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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取真主的喜悅，没有經毫的沽名钓誉，或者为了令人的利益，
或公升和隠藏的私欲。或者干善功是出自対某人、或教派、或困

体的熱愛，対他亻「］言昕计从，而忘却了真主的引尋。善功的目的
必須是为了真主和后世而做，心中不能有从任何人那里荻得扳酬

和感谢的想法。真主悅：｀｀真的，成受減驾的順服者，只有真主。＂
（《臥伍章》 3) 又流：｀｀他亻［］只奉命崇拜真主，虔滅敬意，恪遵正

教。" (《明证章》 5) 歇特班亻铂述：先知$ iJt: "真主禁止烈火焼灼
虔滅为主念诵｀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的人。＂（《布哈里圣
iJII 集》丶《穆斯林圣圳集》）

7—熱愛：即熱愛迏伟大的言辟及其意叉。熱愛真主和他的

使者蕊，対主圣的熱愛超越了一切。并符合熱愛的糸件和要求：対

真主的熱愛伴髄着対真主的鹽頌与尊崇、害怕主的愆罰、祈望主

的慈恫；熱愛真主所喜悅的地方：如変加、変地那，清真寺；熱愛

真主所喜悅的时刻：如｀｀萊変丹＂崙月、朝覲月的前十天等；熱愛

真主所喜悅的人物：如焱先知、使者、天使、忠滅者、为主道牾牲
的烈士，以及虔滅的信士；熱愛真主所喜悅的工作：如札拜、交天

课、封崙、朝覲；熱愛真主所喜悅的言语：如记念真主、诵滾古竺
經。｀｀熱愛"坯包括了将真主所喜悅的事情置于自己的愿望和私欲

所之前。｀｀熱愛＂坯包括憎惡真主所憎惡的：憎惡不信真主、連抗

真主的｀｀卡菲尓", 憎惡迷信、丑事和罪悪。真主況：｀｀信道的人
仞啊！你111 中凡叛道的人，真主将以別的民允代替他仞，真主喜愛

那些民~'他1fJ也喜愛真主。他1fJ対信士是讠兼恭的，対外道是威
严的，他1fJ为主道而昚斗，不怕任何人的煚各。＂（《筵席章》 54)

＂積孚獃箕蕊是真主的仗考＂的遼以｀

表里如一地完全承讠人先知穆罕默德苹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

派遣給全人奕的使者。并以行劫实贱迏令信仰，服从他的命令。

滅信他所亻耜迏的消息，远窩他所禁止的事物。只以他所教授的方

式崇拜真主。

作证｀｀穆罕默德蕊是真主的使者＂包括了两項基本內容：＇｀是

他的仆人和使者＂。迏两項否定了対先知詬的逍分推崇和极度忽

视。他是真主的仆人，是他的使者，免着迏两秤高贤的特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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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了最完美的人突。迏里｀｀仆人＂的意思是：他与其他人－祥，

以相同的方式被造，同祥的生活。真主讽：＇｀你流：我只是一今同

你仞一祥的凡人。＂（《古竺經》 18: 110)。又讽：｀｀一切煚頌，全V=I

真主！他以端正的経典降示他的仆人，而未在其中制造任何偏邪。＂
（《山洞章》 1)

,｀使者＂的意思是：他是派遣給全人奕，宣亻夸主道的扳喜者和

警告者。｀｀作证言＂中包含的穆圣蕊的迏两秤特性，否定了人対他

的枚利上表現出的近分推崇和极度忽视。很多自杯厲于他的民族

的人亻［］近分地将他置于受拜的地位，以他举伴真主。抛弃真主而

向他祈求援助，向他祈求只有真主才能掌握的事情：満足需求、排

解忧愁。另有一些人却否从他的使命，或不跟髄他的指畀，堅持
一些与他的指尋相連背的主張。

＇，伊瑪尼＂（正信」又共的妥索

正有 (fj1.坞尼）：言辟与工作的表現，它因順从真主多做善行

而有所升华，因犯罪而有所消減。

正信是友自內心与口舌的言语，是內心、语言和身体力行的

表現。
內心的语言是相信正信，承从她；口舌的语言是确从之；內

心的工作是服从正信所要求的，忠滅待之，承从并喜愛之，为她

而想做善事。
肢体的工作是：执行真主的命令，杜絶他所禁止的。

《古竺經》和《圣iJII 》告泝我亻「］，正信即：信仰真主、相信天

使、相信經典、相信焱使者、相信后世、相信前定。迏六糸是正
信的基絀。真主悅：｀｀使者相信真主所降示他的统典，信士亻「］也确
信那部經典，他亻「］人人都相信真主和他的六天使、一切經典和六
使者。（他亻(]讽）：｀我亻「J対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亻(]讽：｀我
亻「］昕从了，我亻「」思求你赦宥；我1「」的主啊！你是最后的白宿。'"
（《貲牛章》： 285) 《穆斯林圣i)II集》收呆穆民的K官歇変尓（求

真主喜悅他）隹述的圣iJII : "天使杰布伊勒（求主賜他平安）洵祠
先知蕊有失正信的知讠只，穆圣羋告泝他：｀正信是要你汨信真主，

相信他的天使、他的經典、他的焱使者、末日、相信前定的好与
坏。＇＂依迏些網領真主頒降了《古竺經》，派遣了他的使者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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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蕊。它亻［］被杯作｀｀艾尓卡努·伊瑪尼＂（正信的要素）。

第一：信仰真主

信仰真主，包括皈信真主袖一的＇｀舄户嘿耶" -- "魯布比耶"
及他的尊名与描述的厲性。

信仰清高的真主包括：

1. 信仰他是唯一的真正座受崇拜者。因为他是人突的刨

造者、莽育者、供給者；他知晓人奕秘密的和公升的一切事各：
他要扳黨」3噸者，慫罰造抗者；迏介｀｀崇拜＂（尓巴代）的真实意

叉，就是将所有崇拜的举劫只肛于真主，表現出順从、祈望、俱

怕。怀着対真主全部的熱愛，在他的尊大面前有卑微的心态，以
此完成迏些崇拜的功修。絶大多數的《古竺經》文都在 I洄述迏令

重大的原則。清高的真主讠兑：｀｀你肖崇拜真主，而且減驾地順服他。
真的，成受滅驾的順服者，只有真主。＂（《臥伍章》 2 、 3) 又悅：
｀｀你的主曾命令：你亻fl成蚩只崇拜他。＂（《夜行章》 23) 又讠兑：｀｀你

亻［］肖祈持真主，滅心順服他，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赦宥章》

14) 。

｀｀崇拜"的神奕包括：祈待、畏慎、祈望、希望、恐俱、害

怕、臼依、求佑助、求庇护、求援助、宰牲、誓愿等等，不得将
其中任何一魚用在真主之外，若是做了就是以物配主，是叛教的

行为。
｀｀祈特" (都哇）的依据：｀｀你亻［］的主讠兑：｀你亻「］要祈持我，

我就皮答你亻「］；不肯崇拜我的人，他亻「］将卑贱地迸入火獄。'" (《赦

宥章》： 60) 《圣圳》中悅：｀｀祈椅就事崇拜。＂（提尓你玆 2969)

｀｀畏慎＂的依据：｀｀你亻「］不要畏俱他亻「］，你亻「］卦畏俱我，
如果你亻［］是信道的人。＂（《伊姆竺的家厲章》： 175) 

｀｀祈望＂的依据：｀｀谁祈望与他的主相佘，就叫他力行善功，
叫他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相同的崇拜。＂（《山洞章》： 110) 

｀｀信托＂的依据：｀｀你亻「］只皮者信托真主，如果你亻f]是信士的
话。＂（《筵席章》： 23) "谁信托真主，他将使谁満足。＂（《窩婚章》：
3) 

｀｀希望、恐俱与恭颎＂的依据：｀｀他亻「］争先行善，他亻「］为希望
和恐慎而呼吁我，他仞対于我是恭順的。＂（《焱先知章》：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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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的依据：｀｀你亻「］不要害怕他亻fJ, 你亻「」者害怕我。" (《貲

牛章》： 150) 
勺日依"的依据：＂你亻「」者白依你亻fJ的主。＂（《臥伍章》： 54) 
｀｀求祐助＂的依据：｀｀我亻「］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升端

章》： 5) 使者蕊説：｀｀若是你求祐助，皮逍求真主祐助。＂《提尓弼

玆： 2516>

｀｀求庇护"的依据：｀｀你悅：｀我求葬育世人的主宰庇护。'"
（《世人章》： 1) 

｀｀求援助"的依据：｀｀你亻「］求你亻fJ的非主援助，它就皮帶了你
亻fJ 。" (《战利品章》： 9) 

｀｀宰牲"的依据：｀｀你説：我的拜功、我的牾牲、我的生活、
我的死亡的确都」1于真主一全世界的主。他絶元伙伴，我只奉到
迏介命令，我是首先順服的人。＂（《牲畜章》： 162 、 163) 《圣圳》

中説：｀｀真主沮咒为真主之外宰牲的人。＂《穆斯林圣1111 集： 1978>
｀｀誓愿"的依据：｀｀他亻fJ履行誓愿，并畏慎夾唯普降日。＂（《人

章》： 7) 

甚至于平日的刁愤，如睡眠、伙食、课生、婚嫁等，只能以
敬畏真主为目的；．迏些刁愤加上正确的举意，就合変成敬畏真主

的行为，穆斯林因此而受到恩裳。
2. 信仰真主，坯包括了堅信真主命令人亻「］完成的所有主命

功课。迏是伊斯竺五大基絀：作证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

者。穆罕默德苓是主的使者；履行拜功；交納天课、封｀｀萊変

丹＂崙月的斎；有能力者朝覲主的天房。并履行伊斯竺純正的

教履所命令的一切主命。在迏五大基絀中，最为重要的是：作

证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使者。

3. 信仰真主包括堅信他是万物的刨造者、万事的安排者。
以他的知讠只和大能，他为所欲为。今后两世的枚利唯他掌管，
他是焱世界的主宰。只有他是刨造者、莽育者。他为了人突的

利益，派遣了使者，頒降了經典，引畀他亻「」以荻得今后两世的
成功和幸福。他狓立完成迏些事各，絶元其他參与者。真主讽：

｀｀真主是刨造万物的，也是監护万物的。＂（《臥伍章》： 62) 
4. 信仰真主包括皈信《古竺统》中所记裁的和主的使者苓

所亻耜迏的真主美好的尊名与崇高的特性。不加以篡改、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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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如何或怎祥＂的描述，也不以他物比姒之。并滅信真主

尊名的意乂中所包含的真主的特性，以迏些厲性描述真主时，

皮菩符合真主的至尊，絶不可把他相似于被造物。迏正如至高

元上的真主所昭示的那祥：｀｀任何物不似象他。他确是全聆的，

确是全明的。＂（《仂商章》： 11) 

第二：相信天使
対天使的相信包括対其概括性的和洋细性的描述。穆斯林相

信真主拥有焱天使，是他刨造了他亻fJ' 使他亻「］成为噸服真主的。
他亻「］有很多职別，有的受命担負着｀｀阿尓世＂（真主的室座），有

的管理天堂和火獄，有的受命记呆人突的工作。
从対天使的洋细描述中，我亻［］相信真主和主的使者苓杯呼具

名的天使，如：杰布利勒、米卡伊勒、火獄的守护者舄力克、負責
吹咆夏生日弓角的伊斯拉菲勒。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先

知蕊況：｀｀天使受造于光，精炅受造于火焰，阿丹受造于已为你亻「」

描述這的事物一即泥土。＂（穆斯林圣洲集： 2996) 。

第三：相信錏典
从対渚經典的概括，我亻「］座酋堅信清高的真主为了阅明真理，

为A使者頒降了經典。从刈其洋细描述的角度，我們堅信真主提

到的經典，有：《讠寸拉特》、《引支勒》、《宰布尓》、《古竺统》。《古

竺經》是最尊貴的统典，也是最后的一部經典，是之前渚經典的

明证。伊斯竺民族的每一員都必須服从迏部經典，以《古竺统》
和伟自先知蕊的圣行釆判決事各。因为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臨

作为引練精炅和人炎的使者，真主将迏部《古竺經》颜降給他，
就是为了辻他以迏部經典判決事各。她是心炅的良葯，解明了万

事，是対焱世界的引皂和慈屆。正如真主昭示：｀｀迭是我所降示的
吉祥的綬典，故你1f1 肖遵守它，并肖敬畏主，以便你1「]蒙主的伶
恫。＂（《牲畜章》： 155) 真主又讠兑：｀｀我曾降示送部経典，阅明万
事，并作四順者的向畀、恩惠和喜汛。＂（《蜜蜂章》： 89) 。

第四：相信使者
皈信使者，包括対他11J~'.」概括性的和洋细描述两部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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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讲，我們堅信清高的真主为他的仆人亻「］派遣了焱使者，他亻fJ是

扳喜者和警告者，是真理的亻耜迏者。咱座他亻fJ的必能荻得成功和

幸福，連抗者必将絶望和悔恨。他亻「］中最尊贤者、也是最后一位

使者，就是我亻fJ的先知穆罕默德蕊。清高的真主洸：｀｀我在每今民

族中，确已派遣一令使者，讠兑：｀你亻［］肖崇拜真主，蚩远漓悪魔。'"

（《蜜蜂章》： 36)。又税：｀｀穆罕默德不是你ff] 中任何男人的父奈，

而是真主的使者，和允先知的封印。＂（《同盟罕章》：40)。从焱使

者的洋述的角度而言，我亻「］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羋提到名字的那

些使者，如：努哈、呼德、护利赫、伊布拉欣等，祈求真主将最好

的祝福和安宇賜予他亻「］和我亻「］的先知穆罕默德醢 o

第五：堅信后世
包括堅信真主和主的使者詬告泝我亻f]的所有美于死后的事

情，如：坎墓中的情形和其中的慫罰与幸福，夏生日的恐怖，架在
火猴上面的｀｀蘭拉特"析，杯量善惡的天平，宙算。芸功迥簿呈
現在人亻fJ的面前时，有人用右手接它，有人用左手或从背后接述

它。信后世坯包括了堅信《古竺經》中所记栽的，天园中厲于穆

圣孟的御池。堅信天堂和火獄，相信士伯将在那一犬看到他亻fJ的

主，真主将与他亻「］交淡等等那些在《古竺统》和可靠的《圣洲》

所记述的事情。皮者依真主和主的使者苓対其的描述皈信迏一切。

第六：堅信前定

包括相信四件事情：

第一：真主対于已有的事物和即将岌生的事物是全知的。他知

晓人奕的情況，知道他亻fJ的給葬、舟命、工作等一切事各。清高
的真主税：｀｀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仟悔章》： 115) 。

第.::. : 真主为万事万物写下了前定，正如真主昭示：｀｀我将一

切事物，洋明地记景在一冊明白的范本中。＂（《雅辛章》： 12) 。

第三：真主意欲的事情必然友生，他所不欲的事情絶不令出

現。真主流：＂真主就是送祥为所欲为。＂（《伊姆竺家厲章》：40) 。

第四：真主在万事岌生前就刨造前定，真主讽：｀｀真主刨造了

你111和你仞的行为。＂（《列班者》：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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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伴主 .#..Jt.# 真

举伴主指：人在真主的主宰性或受崇拜的狹一性或其尊名或

其特性中以他人或物与至尊主相提并诒。

举泮主有两梏以物配主旳大農以物配主盼小農

第一神：以物配主的大罪：把用米崇拜真主的任何一神方式

用于他之外的人或物。者事人若瞄死时坯没有为之仟悔，那他将

永居火獄，他所有的工作因此元效。清高的真主讽：＂假若他亻「」以
物配主，那么他亻fJ的善功必定交成元效的。＂ （《牲畜章》： 88) 
犯有以物配主大罪的人，只有虔滅仟悔，否則是元法荻得真主的
赦宥。他讽：｀｀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者的罪惡，他为自己所意欲
的人而赦宥比迏差一等的其他罪述。谁以物配主，即已犯了大罪。＂
（《如女章》： 48) 
以物配主的大罪坯有：祈持真主以外的人或物，或为他（它）

讠午愿或宰牲，或以人或物与至尊的主相提并沱，像敬愛真主－祥

敬愛他（它）。真主讽：＂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另有崇拜，把他
亻「］蚩做真主的匹故，像敬愛真主一祥敬愛他1「]。" (《貲牛章》： 16.5} 

第二神：以物配主的小罪：《古竺經》和《圣i)II 》中提到的举

伴主的行为，但没有迏到以物配主大罪的程度，不判其为叛教，
但他从主狓一的信仰有缺陷。如：伪善。所以能皂致以物配主大
罪的一切媒介，如：在坎地为真主札拜，以真主以外的人或物友
誓（但他不从为被起誓者能为他消夾解雉），或讠兑：｀｀如果不是真

主，不是你（真主的意愿与某人的意愿）＂等等。主的使者孟悅：
｀｀我最担心你亻fJ的就是小举伴主。＂有人何那是什么，他讽：｀｀伪
善。＂《艾哈辺德圣iJII集》又讽：｀｀谁以真主以外的（人或物）起誓
确已举伴了真主。＂《艾卜·迏烏德圣iJII 集》

以物配主的小罪坯有：佩戴护身符、系坏绳用以驱逐避邪。

一旦相信迏些末西能做到迏燕，就是以物配主的大罪。

仡得~A的信亻＇帆妻

能得到真主拯救人的信仰是那些遵循《圣祺l》并和穆斯林大

女困結在一起的人亻［］的信仰。（艾合理·過乃．歇·哲与阿）它指

真正的阻信者作证：真主确是界育万物，受崇拜的唯一神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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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拥有一切完美。肛信者只崇拜他，知道真主才是刨造者、贈

予者、阻禁者，一切事物只有真主掌握。
他是真正座被崇拜的神炅，他前元始者，他之前没有任何奈

西存在。他是元終者。他之后没有任何末西，他是明晁的，他之
上没有任何糸西。他是极隠微者。

任何言鋅都元法表示真主的至尊与清高，他的本体、定度和
強大至高元上、元与佺比。 3

真主在他的室座（阿勒实）之上，迏符合他的至尊元上。他

的知讠只徇知天地万物、公升与隠秘的，他洞悉焱仆的一切，兒着

他的知讠只与他亻［］同在，皮答他亻［］的祈持。

真主元求念世界，而整令宇宙万物都需要真主的恩賜，恩典

他亻n时时刻刻所需一切，没有谁能在瞬冏元求于主，他是仁慈特
慈的主宰，任何一令人的信仰与幸福都是真主所賜，他是「施恩
典，不扳夏的主。

仁慈包括：他在每夜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伺降1個人 f司的天空

讽：｀＇谁祈猜我，我就座答他。谁向我仟悔，我就寛恕他。＂就迏
祥直至黎明。他的降1個是一神符合他尊严的方式完成的。

他是睿智的主，他的法律与定度絶対至睿，他絶不徒芳地刨
造什么，制定法律知讠只为了給人奕造福、预防墮落。

他是寬恕罪惡的主，接受人亻「］的仟悔，赦宥他亻fJ的述錯，他
侥恕仟悔者、求恕愧者与迷途知返者的大罪。

真主是善扳的主，哪怕是一丁燕好事他都佘善扳之，加倍恩

賜感谢者。
真主的信士合遵照真主対自己的描述及使者苾描述真主本体

那祥描述真主。如：永生、昕与视、大能与伟大、至尊、茉耀、
尊严、完美、以及所有的焚頌。

真正的信士堅信《古竺统》和可靠的《圣iJII 》伟迏的一切：

信使亻「］将在天堂余眼看見清高的真主，迏和所荻得真主的喜悅是
天园中最大的恩惠与享受。

任何人在没有正信与人主袖一的情況下死亡，那他将永远留

3 本体崇高至上：意清高的真主在他的｀｀阿勒实＂上，在他的焱仆之 k 。
定度崇高至上：意真七的定度至伟崇高，没有任何被造物可与真主匹配比牧，他完美元缺。

大能崇高至上：意清高的真主強大元故，震擬一切被造物，没有什么可以超出他的叔力与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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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獄中，皮为元讠令是谁只要他心中存有芥子大小的正信，必定

佘脱高火獄。

正信包括內心的信念、想法与工作，包括肢体的行为和口失

所況。谁能以最好的方式做到送一切，他就是真正的信士，皮垓

荻得賞賜，平安地避升刑問。谁要是在迏方面有缺陷，他的信仰

就佘相皮得有缺陷。所以正信佘因服从真主、行善事而有所增加，
因犯罪而減少。

信士也要作证：穆罕默德蕊是真主的仆人与使者。真主以引

領与正教派遣了他，以便她胜近一切宗教。他比信士亻f」自己更慈
愛他亻「］。他是（最后的一位使者），受命向人与精炅扳喜并警告之，

奉真主的命令召喚人亻fJ汨信主，他是畑烴的明月。真主派遣他是

为了改善教n与今世，以使焱人敬拜真主狸一，不为他匹配伙伴。

信士知道先知翠是最有知讠只、最滅实的人，是最忠告他亻「］、

最岡明真理的人。因此敬重、喜愛他，愛他胜逍喜愛焱生。教「］
的大小事情都追隨他，信士把使者霎的言诒与知道放在焱人的言

诒与知道之上。

信士堅信真主为使者远集聚了一切美好的品德与特性，迏些

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世人中占有最崇高的地位、最伟大的茉耀、

最完美的品德。真主引領他羋做一切善功，警告他避免一切邪惡。

同祥信士也相信真主頒奖的所有經典及他差遣的所有使者，

有些使者是已知的，有些是未知的。信士不対迏些使者作任何匡

分，相信他亻!']都亻耜迏同祥的使命：敬拜袖一的真主，不为他匹配

伙伴。
信士相信所有的前定，堅信真主的仆人所做的一切行为，元

诒善与悪，都在真主的知讠只內，事先被纪呆得，与真主的睿智相

失。真主为他的仆民ff]刨造了能力与意愿，他亻［］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志米表迏言讠令与行为。真主不強迫他亻［］，而是任由他亻［］造抒他

伯的言行。真主以他的公正与睿智讠上信士伯喜愛正信（伊瑪尼），

亦持美化他亻「］的心炅；讠上他1「]憎惡迷信、罪惡与放藩。

止信的准則坯包括：信是必須相信他要为真主的經典、使者、

穆斯林大焱与他亻f] 的領尋提出劫尋，遵照教法命人行善，止人十

歹。注重孝順戏奈、善待血奈、奈友、郃人及他座負責的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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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念生，倡尋美德善功，阻止一切丑陋惡行。

正信必須是堅信：信士之中信仰最完美的人是最具有高尚品

德、言语最滅实－；行为最正确是他亻［］中最远窩秤神惡性的人。

信士必須堅信为主道昚斗直至末日米領，是信仰的巔峰，用
知讠只与武力昚斗，每一格信士石油－切可能的力量支持他的正信

是主命，只要穆斯林領袖蚩造的糸件完各，每位信士都必多薁服从

他的領皂。

正信的准則坯包括：积极鼓助并重视困結信士伯的 l从伍，努
力凝聚他亻［］的共知，免他的能力警告他亻［］不要分窩、相互故対与

仇恨。阻止任何可能伪害信士伯的性命、身体、鈛财、信誉与枚

益的事，倡畀信士与非信上之［司一切行为界要公平合理。

信士必須相信迫隨使者穆罕默德的民族是最好的族群，迏令

民族中又以苗年的圣n弟子最为尊贤。其中之最是继穆圣之后的

四位正统領皂者及十位被证明荻得天园回賜的人、參与白德尓战

役的人、參与喜悅盟约者、鋪士与迁士中的先驱。信士敬愛圣訂

弟子亻fJ, 也是対真主的信德。信士服垓宣拐圣口弟子的善德行为，

不涉及有失他亻fJ的非扎语言。

信士対真主的崇拜也包括尊敬明理的挙者、公正的領畀者以

及女信士中的德高望重者。信士要祈求真主护祐他仞远漓疑慮、
举伴主、分裂、虛伪、仂风敗俗的事，祈求真主讠上他亻［］堅定地追

隨先知的正信直到死亡。
以上是追髄正道的得救大焱所堅信的基本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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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冷和污~,

污移：

己
清洁篇

穆斯林座浩谨防污物的污染，受到污染后座苗清洗。如果是

可見的污物，如：例假血，污染了衣服和身体，就苗清洗，若洗后

留下了一些雉于除掉的痕迹，則是元妨的；至于意乂上的肚物只

需清洗一遍即成。

至于被污染的地面，可以用水沖洗。如果是液体的污物，待

其摔友干燥后，地面也就洁凈了。若是固体的污物，則必雍将污

物清除掉方能迏到洁凈。
用以做大小凈，清除污秒的是水，如：雨水、海水等。有洁凈

的物体混入，但仍保持了水的本原，也可用米做大小凈。而混有

污物的水，若其味道、勺味和颜色受到了改変，就不可用米做大

小淨。如果迏三神特征没有受到改変，就可以用其做大小凈。但

三神性庾中任何一手中改変了都不能再用。

坯可以使用容器中喝剩的水做大小凈，只有狗或猪喝剩的水

不可，因它是污秒。
污物的升其：

a) 巽便。

b) 前列腺分泌物：小便后出現的粘稠白色液体。

c) 炊水：受到性刺激时出現的透明黏液。

至于｀｀炊水＂仅用水沖洗即可。精液是洁凈的，但若仍是湿

的，最好清洗，如果已經干燥，可以将其搓擦掉。
d) 不可食的劫物的興便屑于污物，至于可食的幼物的巽

便則不是污物。迏些朋物一旦落在身上或衣物上必須清洗。

e) 經血与严血。

｀｀炊水＂落到衣物上只要搓凈即可。

有失污秒的教律：
l 一如果沾染了不知是否为污物的糸西，則不必洵祠，也没

有必要清洗。因为物品的根本是清洁的。

2一如果結束札拜以后友現身上或衣服上有污物，此前并不

知晓，或知道被污物污染但忘了清洗，扎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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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不知污物在衣服上的具体位置，必多頁仔细寺找，然后清

洗他从为是污秒的位置，因为污秒是可以感棠的永西，有它的颜

色或特殊的勺味可用味竟或视姚分辨。

大小便的繞廷

大小便的規矩包括；
1一迸厠所先辺左朐，念：

-屮I .J~I 0-i~j_,c」，1~'..iii~( 以真主的名乂，主啊，求
你护佑我免遭男女惡魔的仿害。）从厠所出米先辺右朐，念：＇湿心it:.,,

（主啊，祈求你的侥恕。）。
2- 不要将写有真主尊名的末西帶入厠所，只有在害怕丟失

时可例外。
3一在野外大小便时不要面向或背対着扎拜的朝向。至于在

室內，則元妨面向或背対着扎拜的朝向。

4一不可在他人面前暴露羞体，迏是不容怪视。男子的羞体

从肚胼至膝蓋；如女的全身都是羞体，只有在札拜时脫不为鎏体。

若有外男子在，扎拜时也皮遮脫。

5一谨防身体或衣服被巽便、尿液污染。
6一大小便后用水清洗。没有水时可用纸或石子等物清洁身

体上的污垢。清洁时用左手。

,J寸令

没有小淨的札拜是不被接受的。艾布胡萊－萊（祈求真主喜

悅他）隹述，先知孟祝：｀｀真主不接受你亻「］任何人的拜功，只除做

了小淨的。＂（圣i)II挙家一致同意： 225, 6954) 
做小淨时，必須按照｝厭序，并连貫完成。 4小凈有讠午多益灶，

我亻［］皮蚩体令到，其中包括：大贤歇斯曼（求主喜悅他）伟述的
圣iJII, 主的使者孟讽：｀｀谁完美了他的小淨，他的這借就此寓升他

的身体，甚至从他的指甲下高升。＂《穆斯林圣洲集： 245》他又亻夸
述，主的使者孟讽：｀｀谁按照真主的命令完成小淨，主命拜功就是

4 按照順序：指按照颜序清洗各部位，不可将前后次序顛倒．洗脫、洗汊手至肘、抹失与抹耳，
然后洗戏胸．
连貫完成：要求浣小淨近程连貫，不可在洗到某一肢体时停颎枚时冏，至使洗迫的肢体千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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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亻「］之冏（述錯）的罰騏 "0 《穆斯林圣圳集： 231 >

小淨的方法：

己

1一心中举意小凈，元需念出，举意是心中対要做某事的決

定。举意后，念： ".-Iii~" (以真主的名乂）。

2一洗手三遍。
3一用水漱口、哈鼻各三遍。

4一洗脫三遍。皮洗到的巨域：橫向为左右两耳之阅，级向是

从友际至胡須的末端。

5一洗前臂三遍。从手指尖洗到两肘部，先右后左。

6一抹失一遍。将两手沾湿，从失的前部抹至胭后，再从胭

后抹回。
7一抹两耳一遍。用两食指抹耳內，两拇指抹耳外。
8一洗两胸三遍。从指尖洗至胭踝，先右后左。

9一然后念｀｀作证言＂：

｀尸.JJ oJ.:e ,~01~IJ 4垃~y::,') 。_」 .&\'1) -1.l)') 」 ~I"

（我作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袖一元偶，絶元伙

伴；我作证，穆罕默德蕊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者』

大贤歆変尓（求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霎況：｀｀谁完美

的洗完小凈，然后悅｀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

狸一元偶，絶元伙伴；我作证，穆罕默德起是主的仆人，是主的
使者。＇天堂的八扇大［］必然升启，他可以从任何一扇口迸去。＂《穆

斯林圣洲集： 234>
抹靴

在伊斯竺寛大易行的教律中．，允讠午以抹靴代替洗脾，它是伟
自主的使者零的确常的圣行。阿目尓·本．舄辺亜況；｀＇我曾看到

先知蕊抹他的缝失巾和两靴。＂《布哈里圣圳集： 205 》牧埃

拉·本·舒尓拜讽：｀｀那犬夜里，我和主的使者比在一起，他出去

方便，回米后我拿着水袋給他倒水，他做了小凈，抹了两靴。＂（焱

圣圳挙家一致同意： 203, 274) 。

抹靴的必要糸件是：穿靴的时候皮具各大小凈。抹靴皮抹脾背

部分，而不是抹靴底。抹靴的有效时限：居家的人一屐夜，旅行者

三疊夜。超辻时限，或在抹靴后将其脱下，或坏了大凈（坏大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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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必須将靴子脱下，以便做大凈），就不能再以抹代洗。

坏小冷的事珝

I有物从前后穿排出，如：大小便、下勺、精液、吹水、前列
腺分泌物（而友生射精是座者做大淨的）、血。 2. 睡眠、没有任何

阻隔直接抗摸阻部。 3. 吃駝肉。 4. 昏迷、失去知棠。

人冷

即：以大凈的举意，用水清洗周身，并漱口、嗆鼻。出現以下

五神情況时？必维做大凈：

第一：元诒男女，在清醒或睡眠时伴有快感地射精。没有快感
的污精則不必做大凈，或遺精的原因是因生病或寒冷所尋致的，

則元需洗大凈。在春夢以后若没有岌現精液，或精液的痕迹也不

必做大凈，只有在友現了精液或精液的痕迹后元讠令是否钇及婪境，
都必多贝做大凈。

第二：两性器相接。即：角失迸入了阻道，即使没有射精。
第三：月經和严血期結束以后。

第四： Y3真。人去世以后別人皮卦为他清洗身体。
第五：非穆斯林皈依伊斯竺，皮卦做大淨。
身元大冷者不紇斂的爭情：

1. ,iL 湃

2. -#天才

3. 抗摸、搪帶古竺统，默默地或出声地诵涙《古竺經》或

依照《古竺經》朋頁诵课或背诵。

4 在清真寺里停留。至于只是經這則元妨，如果身帶小

淨也能在清真寺停留。坯是月經的妞女，但从其中通這則元妨。

土凈

在居家时或旅行中，者遇到以下任何一神情況时，均可以土

凈代替大冷或小凈：

1 一没有水，或現有的水不哆做大小凈。但首先皮努力找水，

若找不到則土淨。如果在距窩絞近的地方可以找到水，但是若前

往取水，恐怕其生命或财严佘受到損失，在迏神情況下也可以做

土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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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若在皮洗的肢体上有伪口，能洗則洗，如不能用水洗，

就用湿手抹逍，若也不能抹，迏令肢体就用土凈代替，剩余的則

用水洗。
3一如果水温很低，或天勺非常寒冷，用水做大小凈恐怕造

成伪害。
4一有水，但是需要佽用，可以做土凈。

土淨的做法：举意上凈，戏手拍打地面一次，然后抹验，然后

用左手掌抹右手背，然后用右手掌抹左手背。 所有破坏

小淨的事項，同祥也破坏土渔。因元水而为札拜做了土凈，在拜前

｀或拜中得到了水，其土凈即为失效，重新洗小凈、札拜。但若在札
拜結束以后得到了水，其扎拜有效，元須重扎。

月經与严血：
如女在月經期 l、司或严后仍有惡露排出期同不得札拜或封

崙。迏是阿伊薪伟榆的圣洲：使者泣況：｀｀若是月經釆了，你就放
下拜功，若是干凈了，你就清洗血迹，札拜。＂（穆斯林圣圳挙家一

致同意： 331, 333) 
如女尤須坯朴月經或严血期阅欠缺的拜功，至于在迏段时冏

欠缺的崙戒需要按照日子坯朴。在經期的妞女不可坏特天房，夫

妻不可性交，但可从事性交前的房事，不可蝕摸《古竺經》。

如女的月經因經血的停止而結束，她必須在經血停止后洗大

凈，之后方可做上述各項因月經而被禁止的事物。
假若如女在某一番札拜的时刻內升始月經或严血，而没米得

及扎拜，那必須在經期或惡露停止，西大淨后述朴迏番拜。假若
妞女在月經或严后清洗完大凈后，坯有赴上－拜的时冏，那她必

須完成迏令时 r司的拜功，最好把上一番拜功一起坯朴。例如：：假
若某妞女在昏札鈛坯剩下可以赴上－拜的时岡完成大凈，他必須

札｀｀晡扎＂，若她述朴了者日的｀｀啊扎"'則是受喜的行为。若迏
位如女在午夜前洗了大凈，她必須及时扎｀｀宵扎＂，若坯朴札了｀｀昏

札＂則是受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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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拜

扎拜是伊斯竺的第二大基絀，対每一令成年的、理智健全的

男女穆斯林是必多頁完成的主命。谁否从扎拜的必要性就是叛，若

因懶惰或忽略而放弃札拜者即已叛教，迏是女挙者的一致戏煮。

人在夏生日受到宙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札拜。清高的真主況：＂拜

功対于信士，却是定时的又各。＂（《妞女章》： 103) 大贤本·歇変
尓伟述：先知讽：｀｀伊斯竺建立在五項基絀上：作证除真主之外，
絶元座受崇拜的神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札拜、交納天课、

朝覲、封萊変丹月的崙。＂（焱穆斯林挙者一致公iA: 8 、 16) 加密
而·塞阿布都拉亻耜述：真主的使者蕊讽：｀｀一令人与举伴主和不崇

拜主的巨別就是放弃扎拜。＂《穆斯林圣圳集： 82>
扎拜有讠午多的益灶，其中有艾布·胡萊伊萊的亻耜述，先知蕊

讽：｀｀任何人在家中清洁后做到任何一座清真寺，完成一次主命功

课，他的每一步都令消除一件述錯，提升一介品级。＂《穆斯林圣

i)II 集： 666》先知蕊课：｀｀哎，讠上我引尋你亻「」了解讠上真主恕侥近借，

提升品级的方法。＂焱人悅：｀｀好啊！＂真主的使者蕊讽：｀｀完美的

小凈，尽量去清真寺，札完一次拜候继维等下一番拜，迏才是戒

各。＂《穆斯林圣iJII 集： 251 > 又悅：｀｀任何人每一次白天或夜晚去
清真寺，每次真主都为他预各天园的住宿。＂《女圣i)I丨挙家一致公

iA: 662, 669>

有失扎拜的几東重煮：
1. 対男子米讽到清真寺參加集体扎拜是必須做到的｀｀瓦直

布＂。圣iJII讠兑：｀＇我确想命人成班立拜，然后我去那些不跟我亻f]一
起札拜的人家，去侥他亻fJ 。"《女圣iJII挙家一致公iA: 651 、 2420》

2. 尽早地稔定、庄重的去清真寺。
3. 迸入清真寺时，先辺右胸，同时念祈持调： i_,.l~I r+111 

~」屮t~l (主啊，求你为我升启你慈善的大 1、1) 《穆斯林圣圳集：

1652》是圣行。
4. 迸了清真寺，在坐下之前軑扎两拜床寺拜是圣行。阿

布·古塔代的侍述：主的使者iJl: "你亻「］中谁迸了清真寺后，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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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前皮札两拜。＂（焱穆斯林挙者一致公1A 444 、 714)

5. 拜中必須遮蔽羞体。男子的羞体从胼至膝，妞女的全身

皆为羞体，只有股在拜中不为羞体。

6. 扎拜的糸件之一是面向朝向，除非有理由，如卧病元法

面向朝向。
7. 必須在拜时之內完成拜功。时伺没到就札拜則元效，延

课扎拜直到拜时逝去是受禁止的。

8. 尽量及时參加集体札拜，尽可能地站在第一班，等待成

班扎拜。艾布·胡萊伊萊的亻夸述：主的使者嚻況：｀｀若是人知道喚

扎与第一班的好灶，而他亻「］除了抽签以外元法解決，他亻「］必佘抽
签。若是他亻［］知道提前到的益灶他亻［］就佘争先。＂（焱穆斯林挙家

一致公从 437 、 615) 使者蕊又悅：｀｀你亻fJ中的人只要是为了扎拜，

他就是在拜中。＂《布哈里圣洲集： 649, 穆斯林圣圳集： 659>

札拜时 ii]

啊扎：从日偏玕始至物影一倍时止。

晡扎：从物影一倍时玕始，至日落止。

昏扎：从日落起，至紅霞散尽止。

宵扎：从紅霞散尽时起，至半夜时止。

晨扎：从黎明至日出。

不可札拜的地方：

1. 玟地。圣人詬讽：｀｀所有的土地都是清真寺，除「厠

所与玟地。＂（五位圣圳挙者亻耜述）至于旅札則可以在玟地举行。

2. 朝向坎墓札拜。阿必与尓塞德·阿尓鄂那维的亻夸述：

我昕真主的使者蕊悅：｀｀你亻「］不可朝向坎墓札拜，也不可坐在上

面。＂《穆斯林圣圳集： 973 >

3. 貉舵圈，即莽貉駝的地方，也不可以在污秒的地方扎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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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拜妁仅．式：

扎湃时必須先挙志，士。同共·名的余敖功漯一科必須先擧志。

扎拜的形式如下：

1 一扎拜者的整令身体須面向朝向，不可偏斜和左顾右盼。

2一念入拜的大贊调 ".fi.l "町（真主至大），同时将戏手抬至
与两肩或两耳乎芥。

3- 将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背上，置戏手于胸前。
4一念玕拜的祈持调：~ts」屮 4:blfol~.i.ll~I( 讠午多美好吉

床的愬美全臼真主。）《穆斯林圣圳集： 600》或
4足~.i.l內」 ~.i:i,._)W」 &.I~去j.J~~」斗I~~

（主啊，藉着你的恩典，贊頤你超絶万物，你的尊名真美好，

你崇高伟大，除你之外再元座受崇拜者。）《艾布·迏舄德： 242 >
《提尓你玆： 775》或其它的升拜调，最好每次都有変化，而不是

每次都念一神祈待调，如此絞能心中貫注，更为敬畏。

5一念求护调｀｀冷.)心~ILJA.&臣y:-1" (我求真主护佑，免遭

受驱逐的惡魔的份害）。

6一念｀｀今)I~)I .i.lll~" (以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念古

竺统首章｀｀法啼哈" : 

達I~~如~芸立（戶~L,~yl 今｀主~w心」~~I
立~I')J~ ~~I fa 在-辶辶I.bl~~竺l~I竺
（一切贊頌全」1真主，焱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扳皮日

的主，我亻「］只崇拜你，只求你襄助，求你引翎我亻［］正路，你所襄
助者的路，不是受遣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课者的路。）完华后，念
兄邑＂（主啊，求你接受我亻f] 的祈祐！）

7一然后诵漠其它《古竺經》章节。

8一鞠躬：鞠躬时先抬戏手与两肩平吝，并念大焚调 "y,Si .&i" 

（真主至大）。鞠躬时戏手十指張玕抓着两膝，念 "~I -,r,.J 0~" 
（贊頌我伟大的主超絶万物。）圣行座念三遍，也可有所增減，即

使只念一遍也可。

9一然后从鞠躬中起身，并念 "o~uJ .i.lll~" (真主昕到了

贤啄者対他的號頌。）起身的同时抬起戏手与两肩平芥。跟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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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念迏一句，而座念 ".wJI~ 卟扣＂（我亻fJ的主啊，一切號頌厲于

你。）放下戏手后，将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背上，置戏手于胸前。
10一起身后站立时念：

" iJ-4~Lo 叫， ~LoJ,a」 ~.JYI~J.a」 wl.JLo...』心.o~I~ ~」

~~~" (我亻「］的主啊，一切蹩頌厲于你，対你的憩頌充満了天地
之1、司及你所意欲的一切事物。）《穆斯林圣洲集： 771 >

11 一然后叩第一介失念大贊调 ".fi.l .&I" (真主至大）。叩失
时，身体的七灶部位皮同时着地：額失、鼻尖、戏手、戏膝、戏胭
脾趾。两臂張玕，不要貼在两肋上；两胸的胸趾尖沖着朝向的方

向。叩失时念

｀｀犀ii 1£-.J 0~" (贊頌我至高元上的主超絶万物。）依照圣
行庶念三遍，也可有所增減，即使只念一遍也可。在叩失时多作
祈持是受喜的事，迏是祈荷被座承的地方。

12—然后从叩失中起身，同时念大贊调".fi.l .&I" (真主至大）。
坐于左胸之上，立起右胭；左右手分別放在左右大腿接近膝蓋灶。

在迏令小坐里念：

"'..?」采J Y.J Jfa-1 Y.J" (主啊，求你侥恕我，求你恕晓我。．）
13一然后第二次叩~. 形式与第一次叩失相同。

14一从第二次叩失中起身，同时念大贊调 ".fi.L&I" (真主至

大）。端正站立。
15-第二拜的做法与第一拜相同，只是不念升拜调和求护调。

第二拜的第二次叩失后中坐，念｀｀台善呼德＂（证待调），在念到
(.iJ _,..,. .J.J o,¥=- ,~.:,I~I.., .&I'1! .iJJ'1 」 ~I) (我作证，除真主外

絶元座受崇拜者。我作证，穆罕默德幽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者。）

时抬起食指示意。｀｀台善呼德＂（证待调）是迏祥的：
虛j/.., ~\~j」混卫辛严丐這，缶＼旦遠岑皿

。糾~::J, U\1 四1'1 :)~1 今户璘乓 u1cJ苧严1
.iJ .J-'-'1.).J 

（所有的致敬，祈待与善功都臼于真主。冼知啊，主的安宇、
慈恫与吉灰厲于你，愿真主恩賜我if]和主的清廉的焱仆安宇。我

作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我作证，穆罕默德志是主的仆
人和主的使者。《布哈里圣圳集： 831》)，也有其它的不同作证调。

如果扎的是三拜的扎拜，如：昏扎，或四拜的扎拜，如：啊扎、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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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和宵扎，扎拜者在念到迏里时起立，同时念大笏调 ".fi.l .&I" (真
主至大）。起立后抬戏手与两肩芥平，然后在站立中将右手放在左

手手背上，置戏手于胸前。迸入 F面的扎拜，其形式与第三拜相

同。但只念｀｀法啼哈＂，不再念其它统文。
末坐时念：

r,)L..JI 心:i\SY. J .Jil~」」，即4孕 r)L..JI u~I」 ul.,LJIJ .Ji u~I 

-u~.JJ o.l.!C-1~wl~IJ .-111 YI ..JI y wl +生~I.Jil 平 ~J~
（所有的致敬，祈特与善功都肛于真主。先知啊，主的安宇、

慈恫与吉床厲于你，愿真主恩賜我ff]和L的 i,'i廉的焱仆安宇。我

作证，除真主外絶元皮受崇拜者，我if ill:, 穆罕默德臨是主的仆
人和主的使者。）

Jl~:_, 迎本是牛Ll,~這1~:.,,~~~苧

户今蚪~,~』占」'~~~」卟社I,~~迪，~lyj

-~~ 迪，一lyJJi~j~鴴
（主啊，求你祝福穆罕默德臨和他的眷厲，如同你祝福伊布

拉欣圣人和他的眷厲－祥，你确是受焚的、光茉的。主啊，求你

降吉床給穆罕默德苾圣人和他的眷厲，就如同你降吉床給伊布拉

欣和他的眷厲－祥，你确是受鹽的、光茉的。）
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向真主祈求今后两世的福利。

圣iJII 中的祈椿调

再念：
~WAJ ul.-11 J~I tu乜.AJ.)囯I 屮l:.C. 上 3是I yl:.C. Lr'I~ 注心心

J4-」l~I

（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玟墓和火獄的慫罰，求你保佑我免

遭生与死的磨唯，免遭犏子手｀斐斯哈·旦夹利＇的夾唯。）

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向真主祈求今后两世的一切福利。

16一最后，先右，后左況｀｀賽倆目＂：
,'.dil~」3辛 r)L..JI " (愿主賜予你亻「］安守和慈恫。）結束扎拜。

17一在明札、晡扎、昏扎、宵扎的末坐时，札拜者的坐姿是：

立起右胸，左脾从右小腿下伸出，臀部坐在地上。与中坐时－祥



1景琿是知阮臧矚 己
把戏手放在两大腿上。

拜后的嵒祠

.Ji\ 严l .&1严f .&I严f

（我祈求真主的侥恕，三遍）
．心S'JIJ 」冷JI\~ 坪今匾心c...JI 迤9 心心12:w涓卫I

哮~r「 LlS~jA」 ,~I 社」洫.:JI ll ,ll 迪戶汨~J 心I y內） Y

-~'些岑\l~~'JJ,~l..iJ~'l」 '~t LoJ~Lo'1~\ 
u」 ~,~Jt..述I~'。互団玲凸j'iJ'心I Y) 連 'i'巫詡庄,-i'iJ J:,_;.'1 

心J.J\...Sll~~j1」孕:.ll U噝~ ~I Y) ;.JJ'i ,~\~ 竺I

（主啊，你是和平的主、安宇米自你。拥有尊严与茉耀的主

啊，你真伟大！除真主外再元座受崇拜者，他狸一元偶，絶元伙

伴。所有的枚利和贊頌都厲于他。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主啊，

你欲賜予的，絶没有阻捎者；你欲阻止的，絶元施予者。你使有

枚势者元能为力。元法元力，只先借真主。除真主外再元座受崇
拜者，我亻［］只崇拜他，一切恩惠与美好的贊美都屑于他。除真主

外再元座受崇拜者，我亻「］虔滅地恪守正教，即使不信主的人亻「］灰

惡。）
晨扎和昏札后念诵以下迏段蹩调十遍是嘉行：

漢~JA」 ~J~'~'~丑lt.JI~'叫屁汨＇今心I "JJ "3內
~~f~ 

（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袖一元偶，絶元伙伴。所有
的枚利和號頌都厲于他。他执掌生死。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

然后念：
丟5遶I.J 心心尘I」'~心凸

（覈頌真主超絶万物；一切焚頌全」王真主；真主至大。）各

33 遍。
最后念迏一段贊调米完成一百遍：
丑，i甩s~五心 ,~Ill」 ~I~,~4Jy!, 汨~.J 心\ "J図） Y

（除真主外絶元皮受崇拜者，他袖一元偶，絶元伙伴。所有
的枚利和贊頌都厲于他。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

在每番拜后念｀｀阿耶台·庠尓西＂（《黃牛章》： 255), 和《忠
滅章》、《曙光章》、《世人章》今一遍。晨札和昏札拜后，诵漾三

遍是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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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湃

因迟到没有赴上拜功的－拜或几拜时，皮在伊瑪目結束扎拜

以后，将所差的拜數朴上。以赴上同伊瑪目一起鞠躬，作为赴上

－拜的杯准。如果没能赴上与伊坞目一起鞠躬，就未赴上迏－拜。

迟到者到清真寺之后，元讠令人亻「］灶于扎拜的哪一介坏节：立站、鞠

躬坯是叩失……，他都皮者立即加入到集体扎拜中，而不皮等到

他亻fJ起立迸入下－拜后再加入札拜。加入扎拜时，座首先站立着

念入拜的大帶调，但如病人等元法站立的人則不必站立。

坏爭手的事珝

1- 故意讲话，即使是只言片语。

2一整介身体偏高了朝向。
3- 下勺和所有使大小凈失效的事項。

4一连维、颜繁的多余劫作。

5- 大笑，即使只是片刻。

6一故意在拜中增加鞠躬、叩失、立站或跪坐的次數。
7一故意将劫作提前于颎拜的伊坞目。

扎拜的必行字珝＇＇兀直希'(i)l...}I u~IJ) 

1- 拜內的各大贊讠司，入拜时的大贊调除外。

2- 鞠躬时念 "~I c.,r,.J w~" (贊頌我伟大的主超絶万物。）
3一袖自札拜者或伊瑪目鞠躬后起身时念：

"o.l.-. ~.Jil~" (真主昕到了贊頌者対他的贊頌。）

4- 鞠躬起身后念 ".i.-11~ 」凸.;" (我亻fJ的主啊，一切贊頌厲

于你。）
5一叩失时念 "~"11 c.r-.J 01.:.. 巨'(贊頌我至高元上的主超絶万

物。）

我。）

6一在两叩失之［司的小坐中念 "<)ft」屯.;" (主啊，求你侥恕

7- 中坐的证持调（台善呼德）。

8一中坐时的跪坐。
~L昇的玉本安素 (i)l...}I w幻）

1一主命拜时，有能力者立站。副功并不一定要站立，但坐着

札副功拜只有站者的一半的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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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拜的大贤调。

3- 每－拜中的每－拜念古竺统首章｀｀法啼哈"。

4一鞠躬。
5一鞠躬起身后稔定地站立。

6- 身体七令部位着地的叩失。

7一两叩失之「司的小坐。
8一拜中的一切劫作肅穆穏定。

9一末坐的证持讠司。

10- 末坐时的跪坐。

11一祝福先知。

12一讽｀｀寨倆目＂出拜。

13一各項要素依照順序完成。
妳朴拜十的失誤

己

失课就是遺忘，如果拜中出現失课（增加或加少了拜功中的

事項，或怀疑有所增減）时，为 5尓朴失课而叩的两令失。

如果在拜中由于失课而增加了幼作，如：增加了站立或鞠躬、

中坐的次數。則座在讽｀｀寨倆目＂之后叩两次~. 再次況｀｀寨倆
目＂出拜。如果忘做了一項拜功的基本要素（魯昆），若果在玕始

第二拜的念调之前友現，可以立即朴上遺忘的劫作，然后继维他
的扎拜，最后作妳朴惜课的叩失。如果在升始第二拜的念调之后
才岌現失课他的上－拜因为欠缺（魯昆）而作度，把現在的迏－

拜作为代替，继维完成拜功，在做妳朴失课的口失。如果在讠兑了

｀｀色倆目＂出拜之后，才笈現失淚了一項拜功的基本要素（魯昆），

若是岡隔时「司不長，立即朴－拜，然后朴叩~; 若伺隔时伺久了，

或是没有小凈了，必須重新扎拜。

如果遺忘了拜中一項必行的事項｀｀瓦直布＂，例如：中坐的祈

待调｀｀台善乎德"'或其它－岡必行事項，他座在祝｀｀色倆目＂出

拜之前做你朴惜课的两令叩失。

在怀疑的情形下，如果怀疑自己扎拜的拜數，例如：是扎两

拜坯是三拜？他就以少的拜數为基准，因为缺少的拜數是他确从

的。然后叩两介~. 出｀｀色倆目＂出拜。
拜后做妳朴措课的叩失。如果怀疑自己在拜中少做了一項拜

功的基本要素（魯昆），他就者作自己确是少做了，立即朴上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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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然后依序完成扎拜，做了你朴錯讠吳的叩失。

如果自己怀疑，而从为絞有可能，就依照自从絞有可能的情

形完成扎拜，然后做妳朴钅昔课的叩失。

主令拜肴后的圣行拜

每一位居家的穆斯林，最好堅持做主命拜前后的十二拜圣行
拜：明札前四拜，暄扎后两拜，昏札后两拜，宵扎后两拜，晨扎前

两拜。温姆·哈比拜亻耜述：先知蕊讽：｀｀任何一介穆斯林只要在每

疍夜扎十二拜，真主就佘为他在天堂里就合为他建成一所家园。＂

《穆斯林圣圳集： 728 >

主命前后的圣行拜以及其它的副功拜最好是在自己家里扎。

賣米尓·塞·阿卜杜拉亻夸述：使者臨 iJt: "如果你亻「］中任何人在清

真寺里扎完一次拜，讠上他的家也能被用米扎拜，真主使他家里的
札拜有好姓。＂《穆斯林圣圳集： 778 >

使者鞏又況：｀｀…除了主命的拜功之外，人亻fJ最好的扎拜是

他在家里的扎拜。＂《圣圳挙家一致公从： 781 、 6113 》
穆斯林坯座札｀｀威特尓"拜（奇數拜）。送是被肯定的圣i)li 。

它的时伺是从宵札后玕始，至黎明晟現时止。対于那些确从能在

夜岡扎副功拜的人，最貴重的时伺是夜末做｀｀威特尓"拜。｀｀威特
尓＂拜和晨扎之前的圣行拜，是先知醢尤讠令在居家时述是在旅行

中都未曾放弃迥的拜功。最少的｀｀威特尓＂拜是－拜。圣人在夜

岡扎逍十－拜，阿依莘亻耜述：｀｀圣人革在夜冏札十－拜，其中有一

拜是威特尓。＂《穆斯林圣圳集： 736 >

夜阅的扎拜时两拜一计算，伊本·歆変尓亻耜述：｀｀有人洵冏圣

人远夜l、司的扎拜，真主的使者蠶悅：｀夜阅的扎拜是两拜、两拜

的扎，如果你亻［］眼見晨扎的时伺到了，就札－拜，作为威特尓'"

《穆斯林圣洲集： 749>

有时在威特尓鞠躬之后念｀｀古奴台＂祈持讠司是嘉行。圣人迄

曾經教尋哈二·本·阿里一些威特尓的祈待调，但并非每次都念，

因为多敖亻耜述者都没有记钇使者的｀｀古奴台＂。
対于没能在夜冏扎拜的人，可以在白天述朴戏敖拜，札两拜

或四拜或六、八、十、十二拜，因为使者幽曾經做這。

晨札的两拜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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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元讠令是在居家坯是在旅行中都没有放弃述晨扎的两拜

圣行。阿依芽亻耜述：｀｀圣人蕊最注重的副功拜就是晨札前的两拜圣

行。＇＇（圣汕l挙家一致公V,.: 724 、 1163) 圣人蕊曾送祥敘述迏两拜：

｀｀它亻fJ対我淶説，胜述今世的一切。＂《穆斯林圣圳集： 725>
在迏里两拜中，第一拜念《古竺經》第 109 《不信道的人亻I']

章》，第二拜念《古竺經》 112 《忠滅章》是圣行，有时在第－拜

中念《古竺經》第二章《黃牛章》 136 节，第二拜念《古竺經》第

三章六十四节。
简短地札迏两拜也是圣行，因为使者蕊如此做述，没有赴上

在晨札前做的人，可以在拜后朴札，最好是在等到日出高迏一丈

后直至正午。
上午的札拜（都哈拜）：迏是皈依真主的人亻［］所札的拜，是被

肯定的圣行，有讠午多圣圳鼓助人亻「］札迏令拜。

阿布·哲尓亻耜述：圣人孟讽：｀｀你亻［］的每一令美节都要施舍，

每一次號主清高都是施舍，每一次感贤真主都是施舍，每一次犍

主袖一都是一次施舍，每一次帶主至大都是一次施舍，命人行善

是施舍，止人作惡也是施舍。而两拜｀都哈拜＇能取代迏一切。"

《穆斯林圣洲集： 1720》艾布·胡萊伊萊亻耜述：圣人苓洸：｀＇我的

孳友叮囑我，至死不皮放弃三件事，每月崙戒三天、｀都哈拜'、`威
特尓＇拜。" (~ 圣祖l挙家一致公1/\: 721, 1178) 

札｀｀都哈拜＂最好的时l、司是旭日高升之后，直到正午，最少

两拜，最多没有限制。
禁止扎拜的时冏：
有些时阅不能札拜。

1. 晨扎后至日出一丈高以前。

2. 太阻正中午，直到太阻升始偏西。
3. 晡扎之后直到日落。
但是，任由一些因素能在送些禁止的时［司內扎拜。如：迸清

真寺的两拜、簇札、日食拜、坏统天房的两
等等。也可以在迏些时［司內坯朴欠缺的主命拜功。圣人起祝：

｀｀任何人遺忘了拜功，或睡堂延课了拜功，朴亻堂的方法就是苗及
时坯朴上。＂（圣圳挙家一致公汰： 597, 684) 也可以坯朴晨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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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拜圣行拜，或在晡札后坯朴未及时扎的明扎圣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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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课

天澋的赦砝妃位

天课是伊斯竺的第三大基絀。一旦穆斯林拥有一定數目的财

严，并已満一年，他就必维交納天课。真主讠兑：｀｀你亻［］蒞肖谨守拜
功，完納天课。＂（《黃牛章》： llO)。天课的制定蘊涵着很多意又，．

其中有：

1- 凈化心炅，远高吝嗇。
2一培葬穆斯林慷慨的品德。
3一汎固富有者和貧夯者之冏的良好失系，因为喜愛対自己

好的人是人的本性。

4一満足貧困穆斯林的生活所需。

5一消抹罪迥，提升品级。
哪些財户盧多文納天漯？

金銀、商品貨物、牲畜、以及大地出严的根食、果实和斫严，

金錶的天漯

任何形式的金恨，卦迏到一定的數額时，都皮交納天课。黃

金的數額是二十令｀｀米斯伽勒＂，约合 85 克；銀子的數額是两百

｀｀迪尓汗＂，约合 595 克，皮繳天课的比例是 2.5%。以現金交納
天课者，皮在拥有财严淌一年时查洵金或根每克的价格，然后根

据金或很的价值，以茵地貨甬交納。举例如下：

如果一令人拥有 100 克黃金，那么，他就皮苗为此交納天课，

因为他的财严已统迏到了庶交納天课的數額，他所皮芸交納天课

的數目是 2. 5 克貲金。如果他想以現金交納天课，就粒在拥有迏

箱财严満一年的时候，查洵黃金的价格，然后交納相岂于黃金，惡

价值 2. 5% 的現金。

同祥，苗拥有的現金迏到了座繳天课的敗額，并保存了一年，
就座浩交納天课。拥有現金相消于八十五克黃金的价值，就皮拿

出恙額的 2. 5%交納天课。如果一令穆斯林拥有一定敖額的現金，
保存淌一年后，就虎査洵八十五克黃金的价格，如果他拥有的現

金迏到了迏令效額，就座交納天课；若未迏到迏令數目，就不必

交納天课。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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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人拥有 800 沙甬，保存一年之后，如果囯家采用的是銀

本位的貨市制度，就座者洵何每克銀的价格。假如 595 克白銀的

价格是 840 沙市，他就没有又各交納天课，因为他拥有的财严没

有迏到座交納天课的數額，即 595 克白銀价格本位的计算方法与

此相同。

言晶侄物的天漯

伊斯竺責成那些将自己的财严用于统菅的人亻「］每年一次交納

天课，以感谢真主的恩典，为貧夯穆斯林尽又各。皮交納天课的

商品包括所有以盈利为目的迸行实实的商品，如：房地严、劫物、

食品、佽料、汽牟等。迏些商品需繳天课的糸件是：并将貨物折
算成金或很的价值迏到皮繳天课的敷額。从商品貨物，惡值中拿出

2. 5%交納天课。假如某人拥有相者于十万沙市的貨物，那么，他
座交納 2500 沙市的天课。商店的钅空背者皮苗在每年年初対現有的

貨物迸行估价，然后交納天课。假如统菅者在交納天课的日期到

米前十天別別昀迸一批貨物，那么迏批貨物也皮与其它貨物一起

交納其座付的天课。以升始經菅的第一天作为拥有貨物的起始日

期。天课是每年交納一次的，所以穆斯林座在每年交納一次天课。

如果伺葬牲畜是为了实实，就座自交納天课。元讠令牲畜的數

量是否迏到了皮交納天课的數目，只要其价值迏到了現金皮交納

天课的數額杯准时，那么他就必須以現金交納天课。
股素的天漂

者今时代，很多人实实房地严等突的股票，有的人多年里投

入一定瓷金，有盈有弓。皮音为迏些股票交納天课，因为它相岂

于商品。穆斯林座在每年计算它的价值，然后交納相皮的天课。

大妃出户的哀．作物的天澋

可以杯量、甿藏的根食和果实皮消交納天课。如：椰冬、葡萄

干、小変、大変、大米等。蔬菜和水果不需交納天课。者收荻迏
到了 612 公斤时，就須交納天课。迏一突天课不以拥有満一年为

糸件，而是沮它的顆粒铇満或果实成熟可用时，即者交納天课。

如果依靠雨水、河水等灌溉，元多贝衣家費工，皮繳天课的比例是

10%; 若为人工洸灌，座繳天课的比例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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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人秤植小変，收荻了 800 公斤，他皮者交納天课，因

为小変皮繳天课的杯准是 612 公斤。如果是非人工浣灌的，他座

卦交納 10% (即： 80 公斤）作为犬课；若是人工淺灌，座交納 5%

(40 公斤）作为天课。

牡畜的天课

牲畜指的是舵、牛、羊（綿羊、山羊）。为其繳天课的糸件为：
1- 迏到座繳天课的數量。苕舵迏到 5 峰，綿羊或山羊迏到

40 只，牛 30*, 少于迏令數量，則元需交納天课。

2- 拥有一年之后。

3一一年中大部分时岡屑于自由放莽的牲畜。而圈莽或主人

为其期实、搜集祠料迸行喂券的牲畜則元需交納天课。

4一不是用米耕作、运榆等工作的牲畜。

弱場k 的天课

拥有 5 峰貉骔就皮苗交納天课。如果一介穆斯林拥有 5 至 9

峰貉舵，并且已淌一年时［司，他就皮交納－只羊作为天课。如拥

有 10 至 14 峰貉駝，須交納两只羊作为天课。若拥有 15 至 19 峰

貉舵，則座交納三只羊作为天课。如拥有 20 至 24 峰貉骔，皮交

納四只羊作为天课。如拥有 25 到 35 峰貉駝，須交納一失年淌一

年的母舵作为天课，如果没有，可以年淌两年的公骔代替。如果

拥有 36 到 45 峰貉骔，座交納一失満两年的母骔。如果拥有 46 到

60 峰貉駝，多頁交納一＊満三年的貉駝作为天课。如果拥有 61 到

75 峰貉駝，須交納一糸満四年的貉骔。如果拥有 76 到 90 峰貉骔，
須交納两＊満两年的母舵。如果拥有 91 到 120 峰貉舵，須交納两

失満三年的貉骔作为天课。如果拥有的貉舵超逍了迏介數量，則

每 40 峰貉舵，皮交納一失満两年的母駝；每 50 峰貉舵，須交納

-*淌三年的貉舵。下表可以讠兑明貉駝的天课之交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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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拥有的貉駝超這了迏令數量，則每 40 峰貉舵，交一失満

两年的母骔；每 50 峰貉駝，須交納一失満三年的貉骔。

數量 天 數量 天课

课

从 I 至

－只羊 36 45 一峰満两年母駝

两只羊 46 60 一峰満三年恪呢

。 4 
－一．-··· 只羊 61 75 一峰泚四年月各蛇

5 9 
四只羊 76 90 两峰淌两年母駝

。 4 
一峰満一年 91 120 两峰満三年貉舵

5 5 母舵

十的天澋

如果一令人拥有 30 到 39 染牛，座交納一＊満一年的公牛作

为天课。如果拥有 40 至 59 *牛，座交納一＊満两年的母牛作为

天课。如果拥有 60 到 69 *牛，須交納两＊満一年的公牛作为天
课。如果拥有 70 到 79 *牛，皮交納一＊潢两年和一＊潢一年的

公牛。超辻迏令數目，每 30 柒牛交納一失満一年的牛，每 40 * 
牛交納一失満两年的牛，依此奕推。

數量 天课

从 至

30 39 -~ 満一年的公牛

40 59 -~ 淌两年的母牛

60 69 两染満一年的公牛

70 79 淌两年的母牛和満一年的公牛

羊的天漂

如果一介人拥有 40 至 120 只羊，皮交納－只羊作为天课。如



1孽顯是知沉臧矚 己
果拥有 121 到 200 只羊，須交納两只羊。如拥有 201 到 399 只羊，
皮交納三只羊。如果拥有 400 至 499 只羊，多員交納四只羊。如果

拥有 500 到 599 只羊，須交納五只羊。如果超迥了迏介敷目，則
每 100 只羊，皮交納一只羊作为天课。

敷量 天课

从 至

40 120 －只羊

121 200 两只羊

201 399 三只羊

400 499 四只羊

500 599 五只羊

如果超近了迏介數目，則每 100 只羊，交一只羊作为天课，

依此突推。

可以拉·史天澤的＾

清高的真主悅：｀｀賑款只阻于赤貧者、貧夯者、管理賑勞者、
心被困結者、元力蝶身者、不能坯僙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夯
困者；迭是真主的定制。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仟悔章》
9:60) 真主已經阅秤了可以接受天课的人有八神。伊斯竺的天课

是服各社令和有所需求的人亻fJ' 不像其它宗教那祥，使迏祥的财
严只」3宗教人士所有。

1一赤貧者：只拥有其生活所需的一少部分的人。

2一貧夯者：拥有一半以上，但不足全部生活所需的人。以足

移他敖月或一年的生活所需为限度，給他天课。
3一管理賑各者：他亻fJ是由穆斯林枚利机枸委托收集天课的

人，可以从天课中支付相皮的數目作为他亻「］的扳酬，即使他是富

有者。
4一心被困結者：非穆斯林民焱的首練的人物，目的是希望其

加入伊斯竺，或阻止其対穆斯林的份害。也可以給予加入伊斯竺
的新穆斯林，以使他1「]感受到伊斯竺大家庭的温暖，堅定他亻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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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5一坯可以将天课用于替奴泉贖身，和从故人姓騏回俘虎。

6一元力坯亻責者：可以将天课給他伯，牾他1f]坯清債各。但他

必須是穆斯林，他不可以是有能力坯債的富有者，也不可用于犯

罪的債各。并且是到期坯偕坯不起的債各。

7一为主道工作者：自愿參加圣战，不拿取薪金的圣战者。可
以将天课給他亻「］，或为他亻「］昀实武器裝各。挙刁伊斯竺知讠只，也
屑于为主道奇斗。假如一令人想放弃其它事各一心求挙，但他元

法维持生活，迏时可以将天课給他，以能移満足他寺心求挙为限

度。
8一途中夯困者：没有旅費返回故多的旅行者。可以給他天

课，以使他能移返回家多为限度，即使他在家多是一介富有的人。

不可将天课的鈛用于建造清真寺、修析朴路等工作使用。

·· 意．
王

``, 

l 一除了作为商品以外，大海的出严物不必交納天课，如：

珍珠、珊瑚、魚炎等。
2一用于租貨的房屋、工「等不交天课。但是收取的租金座

苗交納天课。例如：某人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收取的租金或其中

的一部分満了一年，并且迏到皮交納天课的數額，就皮者交納天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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斎戒
喬戎的敖法化位

囯

在萊変丹月（伊历九月）封斎，是伊斯竺的五大基絀之一。

先知詬洸：｀｀伊斯竺建立在五項基絀之上：作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

崇拜者，穆罕默德邸是真主的使者；立站拜功；完納天课；朝覲；

封萊変丹月的斎。＂《布哈里圣圳集： 8》《穆斯林圣i)II 集： 16>
崙戒是以接近真主为目的，从黎明至日落不食，不佽，不行

房事，放弃其它所有破坏斎戒的事璜。封萊変丹月的斎戒是公从

的主命。真主流：｀｀你亻［］中谁赴上了迏介月份，就成肖斎戒。＂（｀《黃
牛章》： 185)。希戒対于每一令成年、理智健全的穆斯林米況是主

命。成年的杯准，是年齡満十五步，或阻毛辰出，或出現炒遺，

或因其它原因玕始射精。女孩子有月經米潮。有以上任何一神情

況出現，表明己成年。
某灸丹月的專青

清高的真主賦予了萊変丹月渚多其它月份没有的特征，其中

有：
l 一在萊変丹月，天使亻［］为封崙的人亻fJ祈求侥恕，直到他亻「」

玕崙。 b 

2一萊変丹月里，惡魔被套上了枷钅典。

3一萊変丹月里有一夜林作｀｀盜德尓夜"'它貴述一千介月。
4一在萊変丹月的最后一晚，真主侥恕封崙的人亻f] 。

5一萊変丹月的每一介夜晚，都有很多人得到真主的寛恕，

从火獄中被秤放出米。

6一在萊変丹月做副朝能荻得相對于正朝的回賜。

先知詬的圣洲证实了迏介尊貴月份的貴重：｀｀谁虔滅为主、

祈望扳賞地封了萊変丹月的崙，他以往的罪辻就合得到侥恕。，＇（布

哈里、穆斯林收呆）。
另一段圣洲：｀｀人亻fJ的一件善功将得到十倍至七百倍的回賜。

超絶万物的真主讽：｀只有崙戒除外，它是厲于我的，我将隨意地

加以扳賞。'"《布哈里圣圳集： 5927》《穆斯林圣洲集： 1151 >O

礴定某夭丹月的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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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秤情況可以确定萊変丹月的迸入：

l一看到萊変丹月的新月。苗看到萊変丹月的新月时就苗封

崙，先知蕊悅：竺目你亻「］看到新月时就者封崙，者再看到新月时就

可升崙。＂《布哈里圣i)II 集： 1080》、《穆斯林圣洲集： 1900》。一人
看到新月就可以确定萊変丹月的迸入，而确定崙月結束，｀｀紹瓦勒"

月（伊历十月）的到米，必須有两名滅实可信的人证实己看到新

月。
2一 ｀｀舍尓班"月（伊历八月）已満三十天。苗舍尓班月述

去三十天之后的第二天就是萊変丹月的第一天。先知蕊況：｀｀逍遇

有云朦时，你1「]就算淌舍尓班月的三十天。＂《布哈里圣洲集：

1081》、《穆斯林收汞： 1907>

可以不封崙的＾

l一有望痊愈的病人。如果封崙有困唯，可以暫时不封崙，

述后再行坯朴。対于元望痊愈的病人，不責成他封崙，但他座每
天給一令夯人提供一餐饭食，（约为五百五十克的根食）。或者准

各好食物，依照未封崙的日數邀清若干貧夯者前米用餐。

2一旅行者。旅行者从旅行玕始到返回家多的迏段时冏里可

以不必封斎。只要他没有留在那里的打算，那他就一直厲于在旅

行之中。送祥的規定适用于超迥约八十公里路程的旅行。

3一怀孕或哺乳的如女，如果担心仂害自己的身体或伪害孩

子，可以不必封崙。日后再将所缺的日數朴全。

4一年辺的老者如果封崙有困唯，可以不必封崙，也元需坯

朴，但需每天給一介夯人提供一餐饭食。

｀友坏喬戎的爭珝

1- 故意吃佽。因遺忘而吃喝不影咆崙戒，因为先知蕊悅：

｀｀封崙者因遺忘而吃佽，他可继维完成他的崙戒……＂《穆斯林圣

iJII 集： 1155》。水通述鼻腔迸入腹內，靜肱注射菅券葯刑、諭血也
破坏崙戒，因为迏是使封崙者掇入菅莽。

2一房事。封崙者性交其斎戒失效，必須坯朴并附加罰嫉，
即：秤放一令奴求，如不能秤奴，就須连練封崙两令月，不可中斷，
除非有教律讠午可的原因，如：两令节日，或晒肉日期 l、司（朝覲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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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至十三日）；或其它一些原因，如：患病，或不以中斷崙戒

为目的的旅行。如果元故中新崙戒，即使只玕崙一天，也必須重

新再封，以迏到连練的要求。如果元力做到连维封崙两介月，就

座供給六十千夯人饭食。

3一因接吻或手淫等原因射精，崙戒元效，必須坯朴，但元

問麒。而炒遺不破坏斎戒。
4一拔罐放血或抽血捐畝。但少量地取血不坏崙，如：作化验

用的少量取血。元意地出血也不坏崙，如：流鼻血，或伪口出血，
或拔牙出血，迏祥的出血不影喃崙戒。

5一故意呃吐。非故意的呃吐是元妨的。

迏些破坏崙戒的事項，只有苗封斎者明知故犯时才佘使崙戒
元效。如果不了解崙戒的教律，或者不知道时冏而课犯，如： i从为

黎明尚未到米而继维吃佽，或以为已經日落而提前升崙等奕似情

況，崙戒不受影喃。另外，因遺忘而友生坏崙的事項，其崙戒有
效。．

以上迏些坏崙的事項皮是出自封崙者的主戏愿望，如果非出

自愿，被迫而为，其崙戒有效，元需坯朴。
6一厲于坏崙事項的述有：月經和严血的玕始，如女見到送炎

血出現，她的斎戒即为元效。月统和严血期 I、司的妞女禁止封崙，

所缺的日數在萊変丹月之后依數坯朴。

不坏奇的事珝

1- 为消暑而沖凉、洗澡或游泳。

2一夜伺佽食、行房事，直至到黎明。
3- 用刷牙棍刷牙，在白天的任何时候都不影咆崙戒，迏坯

屑于一瑣受喜的嘉行。

4一允讠午使用任何非菅界突的合法葯物迸行治庁，允讠午注射
非菅葬葯剜，允讠午往眼睛和鼻子里熹葯，即使喉呢灶感到了葯的
味道；可以使用哮喘噴霎葯；品味也不坏斎，但不可讠上末西迸入

腹內。同祥，漱口和哈鼻也是允讠午的，但不要近分用力吸水，以
防使水迸入腹內。使用香料、香水以及嗅岡芳香的勻味也是元妨

的。
5一如果月經和严血的在夜l可結束，可以推迟到黎明之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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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之前再做大淨。夜伺没有大淨的人也可以送祥做。

泣恋字咧

l 一如果一介非穆斯林在萊変丹月的白天加入了伊斯竺，那

他皮在者天剩余的时冏里停止吃佽，不必坯朴送天的斎戒。

2一必須在黎明到米之前举意封崙，可在夜伺的任何时伺举

意。迏是指主命斎，至于副功崙，則可在黎明之后，甚至天光大

亮时举意，糸件是始終没有吃佽。

3一封斎者在玕崙时做祈持是嘉行，先知·娑讽：｀｀封崙的人
玕崙时的祈持是不被駁回的。＂《伊本·坞哲圣iJII 集： 2010》。厲于

圣行的祈待有：｀｀釩渴結束了，食管湿淌了，兌着主的意欲，扳賞

穏固了。＂（艾布·迏悟德收汞）

4一在白天得知萊変丹月已經迸入，必須停止吃佽，并坯朴

迏一天的崙戒。

5一有坯朴崙戒任各的人，为了卸掉責任，及时坯朴是嘉行。
推迟是允讠午的，也允讠午连维或分期将所缺的日數朴上。不可元故

延迟朴崙，以至下一介萊変丹月到米。

喬At 的圣行

l 一黎明前吃封崙饭。先知苓流：｀｀你亻［］皮吃封斎饭，封斎

饭中确有吉床。＂《布哈里圣洲集： 1095》、《穆斯林圣洲集： 1923 》。

推延封崙饭是圣行，因为先知蕊曾悅：｀｀只要及时玕斎、延迟封斎

饭，他亻［］就灶于福利中。＂《布哈里圣圳集： 1098》《穆斯林圣圳集：

1957>o

2一日落后立即升崙。升斎时吃鮮椰麥是圣行；如果没有，

就吃干椰~; 没有就用水升崙；如果迏些都没有，可以吃任何食

物玕崙。
3一封斎期伺多做祈待，特別是在1個近玕斎时的祈持，先知

蕊悅：｀｀三神祈持是被接受的：封斎者的祈持，受欺凌人的祈持，

旅行者的祈持。＂（由柏亥給等人收呆）。

封斎的人坯扎萊変丹月的夜功拜，先知臨悅：｀｀谁虔滅为主、

祈望扳賞地扎了萊変丹月的夜拜，他以往的罪逍就佘得到侥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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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圣洲集： 759》、《穆斯林圣圳集： 2009》。穆斯林皮苗跟

隨伊瑪目一起扎完｀｀台拉威哈"拜（崙月夜阅的副功拜），因为先

知盂曾悅：｀｀谁与伊瑪目一起札完夜拜，直到伊瑪目漓升，就能荻

得整夜札拜的回賜。＂（收汞在四大部圣洲集中）。

崙月里，皮多施舍，多诵涼《古竺經》。萊変丹月也是《古竺

經》的月份，诵懐《古竺统》中的每一介字母，都有一份扳賞，

每一份投賞又可荻得十倍的回賜。

｀？拉成哈＂拜
｀｀台拉威哈＂拜是在萊変丹月集体札的夜功拜，它的时冏从

宵札結束后至黎明。先知运鼓助人亻「］參加萊変丹月的夜功拜。依

照圣行，｀｀台拉威哈"拜是十－拜，以每两拜为一单元，其拜數超

近十－拜也元妨。札｀｀台拉威哈"拜时，在不給參加札拜的人亻fJ

帶米繁唯的前提下延板札拜是圣行。如果不合尋致诱惑他人的危

验，妞女也可以參加｀｀台拉威哈"拜，糸件是端庄出行，不可炫

耀美色，涂抹香料。

刮功喬

主的使者蕊鼓助人亻［］在以下的日子里封副功斎：

1- 紹瓦勒月（伊历十月）的六天斎，先知翠洸：｀｀谁封了

萊変丹月的崙，隨后又在紹瓦勒月封了六天崙，他就如同封了一

年的崙。＂《穆斯林圣圳集： 1164>
2一星期一和星期四封斎。

3一伊历每月的：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
4一阿舒拉日，即：伊历姆哈竺月（一月）十兮封九丹和十兮，

或十另和十一弓。以巨別犹太人的做法，阿卜·格迏迏亻夸述：使

者蕊讽：｀｀阿赤拉日的崙戒，我祈望真主侥恕迥去的一年的罪悪。＂

《穆斯林圣圳集： 1162>
5一阿拉法日，伊历十二月（祖勒· 嘿杰月）九日。使者臨

悅：｀｀阿拉法日的崙戒，我祈望真主侥恕逍去的一年，以及将米一

年的述錯。＂《穆斯林圣洲集：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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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止封崙的 n 子

1- 两节日：玕崙节和宰牲节。

2一晒肉日，即：伊历十二月（祖勒· 嘿杰月）十一、十二、

十三日。单朝的朝覲者，和元力軑牲的享受朝的朝覲者則可以封

斎。
3一如女月經和严血期伺。

4一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妞女，未统丈夫同意不可封副功崙。

先知芊況：｀＇除了萊変丹月，丈夫居家的妞女不可封副功崙，只有

經述他的同意。＂《布哈里圣洲集： 1026》、《穆斯林圣洲集： 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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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覲

麫錷在敖律十的化位入共專奇

I::J 

朝覲是每一令穆斯林男女的主命功课，一生中朝覲一次即可。

它是伊斯竺的第五大基絀。真主讠兑：｀｀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

有为真主而朝覲夭房的乂勞。＂（《伊姆竺家厲章》： 97) 先知$ i.#.: 
｀｀伊斯竺建立在五項基絀之上：作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穆

罕默德嚻是真主的使者；立站拜功；完納天课；朝覲；封萊変丹

月的斎。＂《布哈里圣洲集： 8》《穆斯林圣圳集： 16>
朝覲是接近真主的最貴重的功修之一，先知迄讽：｀｀谁朝覲

了天房，没有淫调惡行，他返回时就像从母腹中初生的那天－祥。＂

《布哈里圣圳集： 1350》《穆斯林圣洲集： 1819>
朝斑的各件

有能力的成年、理智健全的穆斯林有朝覲的又各。所渭有能
力，是指有交通工具且能移担負其冏的衣食住行費用，迏份費用
皮是在他履行了対拥有被抗莽枚的人贝的抗葬又各后剩余的财

严；能力坯包括路裨平安，身体健康，没有影咆完成朝覲功课的
疾病或身体亻芳殃。対于妞女，除以上茶件外，坯需有她的丈夫或

其他至宗男子的陪同。而不是丈夫去世后正灶在守制期的如女，

因为真主禁止她亻［］在迏期［司窩家外出。做不到上述任何一糸的人，

朝覲就不是他座苗履行的又各。

朝斑的 ~L 节

1 一朝覲者座在朝覲之前通逍阅渙或咨洵的方式，了解正朝

和副朝的教律。

2一努力造抒在善功上能移得到其牾助的好伙伴同行，若是

能与挙者和挙刁伊斯竺知讠只的挙生同行朝覲就更好了。

3一朝覲的目的只是为取得真主的喜悅，接近真主。

4一避免困淡。

5一多多记念真主，向真主祈持。

6一避免亻釕害他人。

7一如女皮注意遮蔽羞体，避免与男子伯拥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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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朝覲者皮浩意讠只到自己灶于崇拜真主的功修者中，而不

是在旅游戏光。有些朝覲者课从为朝覲是一次旅游戏光、拍照留

影的机佘。

失戎

通述它才能迸入到朝覲的功修中，立意正朝或副朝的人必須

受戒。做正朝或副朝的朝覲者如果从米変加以外的地巨，就必須

在主的使者詬指定的相美戒哭灶受戒，迏些戒美是：

l一祖勒侯萊法，它是変地那附近的一座小村庄，現在被杯

作｀｀艾布亜尓·阿里＂，迏里是変地那人的戒美。

z- 祝哈法，它是距拉彼額很近的一座小村庄，如今人亻「］都

在拉彼額受戒。它是沙姆地巨人亻「］的戒美。

3一噶尓努·変那玆勒，位于塔依夫附近。它是內志德人的

戒失。
4一耶萊姆萊姆，距変加约七十公里，是也 l、1人的戒美。

5一扎特·尓勒格，是伊拉克人的戒美。
迏些戒失是先知蕊为以上提及的各方穆斯林指定的戒失，也

是从迏些地方經述的立意正朝或副朝者的戒矢。変加本地的居民

在他亻「］的家中受戒。

灸求看的圣行

1一剪指甲，拔除或剔掉腋毛，剪髭，剔阻毛，做大凈，香

料抹在身体上，而不是在戒衣上。
2 ....... 脱下依肢体缝制的衣服，換上上下两玦戒衣。妞女可以

任意穿服裝，注意遮蔽羞体，避免露出收怖。在有非直系男子的

汤合座遮蔽脫和戏手。不要戴手套和面紗。

3一如果正是扎拜时伺，就皮前往清真寺參加集体扎拜。就
不要扎两拜（小凈后的两拜圣行），然后举意受戒。

正朝的形式

正朝的形式有三秤：

1 一字．失朝：最初只为做副朝而受戒，蚩正朝的时阅到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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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加註地为做正朝而受戒。者他最初在戒失受戒时，迏祥举意：｀｀主

啊，我喃皮你，做副朝再完成正朝。＂享受朝是最为貴重的朝覲形

式，特別是対于在正朝升始前一段时冏到迏変加的朝覲者而言。

者他在変加註地为正朝而做第二次受戒时，迏祥举意：｀｀主啊，我
咱皮你，做正朝。＂做迏神形式的朝覲，朝覲者必須軑牲。－只羊

可以作为一介人的軑牲，一峰骔或一染牛可以作为七令人共同的

軑牲。
2- 迷朝：为做副朝和正朝一次性受戒，举意为：｀｀主啊，我

咆皮你，做副朝和正朝。＂先做副朝，然后保持受戒狀态，直到宰
牲节那天（伊历十二月十日）。使得副朝与正朝成为一体，迏秤形

式通常适用于在正朝升始前不久才到変加，时冏不允讠午他做完副

朝后玕戒，再在正朝时受戒。做迏神形式的朝覲，朝覲者也必須

軑牲。
3- 羊朝：只做正朝，在戒美受戒时送祥举意：｀｀主啊，我喃

皮你，做正朝。＂迏神形式的朝覲，元需軑牲。
乘坐弋机的朝覲者座蚩在戒美上空受戒，如果不好确定戒美

的位置，就皮在到迏其上空之前受戒完华。可以在登机之前或在

弋机上，做大、小凈、涂抹香料、剪指甲、穿好戒衣等一切在戒
美要做的事，然后在到迏戒美上空之前，或到迏戒美上空时举意

受戒。

·失求的才法

首先念：

一｀｀主啊，我喃皮你，做副朝再完成正朝。＂（苗立意做享受
朝时）

一｀｀主啊，我喃皮你，做副朝和正朝。＂（岂立意做连朝时）

一｀｀主啊，我喃座你，做正朝。＂（沮立意做单朝时）
在受戒之后，反夏诵念皮召讠司是圣行，从受戒时玕始，直到

玕始坏特天房时結束。皮召调是迏祥的：

遑生之 \J,~,且庄竺」,~,~」辛~&.... 尹＇苧苓｀沖苧
｀｀主啊，我咆座你！主啊，我咆皮你！我喃皮你！你袖一元

偶，我咆皮你！所有的贊頌，恩洋和枚利都厲于你，你袖一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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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求时的祟求

一些平常允讠午的事情，受戒之后由于迸入了功修而成为禁戒，

迏些成为禁戒的事各有：

l一去除失友和身体任何部位的毛岌。需要时経桎抓侥失皮

元妨。
2一剪指甲。一但指甲斷裂，或刺痛手指，剪掉它元妨。
3一涂抹香料，使用香皂也是被禁止的。
4- 性交及尋致友生性交的事物，如：汀婚、怀有情欲地注视

昇性、愛抗、奈吻等。
5一戴手套。

6一狩猶。
迏些事情対于男女朝覲者都是被禁止的。

対于男子坯有其它一些禁戒：

1一穿依肢体缝制的衣服。但受戒者可根据需要戴手表、眼

鏡等。
2一直接戴在失上的遮蔽物，不是直接戴在失上的遮蔽物則

元妨，如：遮阻傘、汽年、帳篷等。
3- 穿抹子。如果没有拖鞋可以穿軟皮抹。

遠仄禁式有-=-#情疝

1- 元故迪反。千犯者背負罪賣，并交罰羰。
2一由于需要而連反禁戒。干犯者元罪但座交罰羰。

3一連反禁戒但有可以原涼的原因：由于元知，或因遺忘，

或非出自愿。迏神情況下，干犯者元罪，也元需罰羰。

坏~J:...房

迸入変加禁寺时，依照圣行皮先辺右胸，并念：
"yl~l<)~I」 'T-_jJ~<) fa. I ....UI Ail 」,.J i)c 严I J o)L.-!IJ llllll~ 

i;$..-.J" (以真主的名叉，稔贊、祝福和安字厲于真主的使者蕊。主

啊，求你侥恕我的罪述，并为我升启你慈恫之訂。）迏一段是在迸

任何一座清真寺时都皮念的祈持调。然后，直接走向天房，玕始
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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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特天房：即以坏特天房七周为形式的崇拜真主的功修。以黑

石角作为起燕和終煮，逆时钅十方向坏特，使天房灶于坏佳者的左

側。坏特天房皮帶有小淨。以F是坏特天房的形式如F:
1·- 米到黑石灶，用右手抗摸它，并念：
".fi.l Jil J "'凸 I r'"":" (以真主的名又升始，真主至大。）如果可以

的话，汞吻黑石。如果元法奈吻到黑石，可以用手抗摸它然后吻

手。如果摸不到黑石，則可面向黑石以手示意，念： ".fi.l Jil" (真
主至大）元需吻手。然后，使天房灶于自己的左側，逆时針玕始

坏特，其岡可隨意向真主祈待，或者诵讠女古竺經。朝覲者可以用

自己的语言为自己和他人祈椅。没有固定的坏特天房的祈椿讠寸
2一到迏也 l、1角的时候，如果能哆的话，可以用右手抗摸也

n角，并念： " .fi. I .& I J .& I r'"": " (以真主的名又，真主至大），不吻
手。如果尤法做到，就继维前迸尤需用手示意，也不念大贊讠司。

在途统也n角和黑石角之冏时的祈待讠司是：
".J囯lyl~ 道 .J~o__p.'11~」 ~L;.i-lll~ 逕l 邑"

（我伯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賜予我亻［］美好，在后世也賜予我

亻fJ美好，求你护佑我亻［］免遭火獄的刑罰。）（《黃牛章》： 2Ql) 

3一到迏黑石角时，用手抗摸黑石。如果做不到，抬手向它

示意，念 ".fi.l "'叫＂（真主至大）。就迏祥完成了坏鈴天房七圈中的
一圈。接着继维完成剩余的几圈坏鈴。

4一继練坏特，形式同第一圈－祥，直到七圈結束。每苗經

述黑石时，都要念大焚调，完成第七圈以后也是迏祥。在前三圈

里小步快走，后四圈步行是圣行。依照圣行，在前三圈中座将上

身戒衣从右肩下统這，使戒衣的两端都搭在左肩上，露出右側手

臂和肩膀。前三圈小步快走和露出右臂膀，只是正朝者或副朝者

抵迏変加后所做的首次坏鈴时迏么走。

坏餑結束以后，在先知伊布拉欣站立灶札两拜是圣行，即：

在伊布拉欣站立灶后方做扎拜，使其姓在扎拜者和天房之阅。在

做扎拜之前，座先将上身的戒衣重新穿好，遮蓋住戏肩。在第一
拜里念《法啼哈》和《不信道的人亻［］》章，第二拜里念《法啼哈》

和《忠滅》章。如果由于拥拚而元法在伊布拉欣站立灶扎拜，可

以在禁寺的任何地方札。然后，铇佽滲滲泉水是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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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坏特天房以后，走向賽法小山，走近时诵涙迏段經文：

｀｀賽法和愛尓沃，确是真主的栃讠只。举行大朝或小朝的人，元妨

游此两山。自愿行善者，（必得善根），因为真主确是厚報的，确

是全知的。＂（《黃牛章》： 158) 登上賽法，直到能移看到天房，
然后面向天房，捧起戏手，感盟真主，根据自己的意愿祈持。可

念迏段祈待调：
,: 正 f<r' 漢上三凸」~鹵j苧I~'~ ~j;;i 邙~J~I t.11 漣 U

-~~J½.Ji;:.. YI~-:;,」母~~J'~今采t~~J 沁I t.1! 漣 U
（除真主以外，再元成受崇拜者，他拙一元偶。一切枚利由

他掌握，所有的贊颎都厲于他，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除真主以

外，再元皮受崇拜者，他是抽一的。他实跋了他的讠午约，援助了

他的仆人，狸自市退了同盟平。）如此重夏三遍。

然后，長时阅的祈待。

做完祈待之后，步行向友尓沃走去。閂到迏緑色杯志灶时，

依照圣行，根据自己的能力疾跑，直到到迏另一令緑色杯志灶，

糸件是不得妨时他人（疾跑只限于男子，妞女元需疾跑）。到迏変

尓沃后，面向天房，捧起戏手，像在賽法时那祥祈待。迏祥就完

成了两山岡七趟奔走中的一趟。做完祈待，从変尓沃下米，再向

賽法走去，做法与第一趟的做法相同。在奔走的這程中多做祈持。

做皇叉墊的朝覲者，在完成奔走以后，就可以剃~. 結束他

的副朝。換上日常的服裝，升戒。在伊」力十二月八日那天，接近

啊扎时，在変加註地为做正朝再次受戒，其方式与为副朝受戒相

同。然后，举意：｀｀主啊，我喃皮你，做正朝。我喃座你！主啊，
我咆皮你！我喃座你！你抽一元偶，我啊皮你！所有的贊頌、恩

洋和杖利都厲于你，你袖一元偶。＂此后，在米那做吶扎、晡札、
昏札、宵扎和第二天的晨札，将四拜的拜功縮短为两拜。

伊~+ .::. JJ /\. Q 

朝覲者前往米那，在那里做苗天的暄札、晡札、昏札、宵札，
和第二天的晨扎。并将四拜的拜功縮短为两拜。

伊/h +::.. 月九 Q (阿拉法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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迏一天需要完成的任各是：

1- 日出后，朝覲者前往阿拉法，在那里停留直至日落。日

偏后，提前合并做聰札和晡札，四拜的拜功縮短为两拜。拜后寺

心地记念真主、念贊主调、祈待、念座召调。此时，座哀伶地多
为自己和穆斯林大焱向真主祈持，祈棒的內容可簡意依自己的慮

望。祈持时捧起戏手是嘉行。在阿拉法胜留是正朝的基本要素之

一，未在阿拉法柱留者，其朝艱元效。註留阿拉法有效的时阅从

伊历十二月九日的日出后至十二月十日黎明晁現时。在迏段时「司

內，元沱是在白天坯是在夜晚，只要在阿拉法胜留了一段时岡，

朝覲就已成立了。朝覲者必颎肯定自己确在阿拉法境內。

2一阿拉法日落之后，朝覲者前往穆玆代利法，行迸中皮保

持稔重，并高声诵念戍召调。

在穆玆代利法：到迏穆玆代利法后，退后并札昏札和宵札，短

札宵扎。札拜之后，可以做准各食品等日常事各。最好及早睡堂，

以便能精神铇満地做晨扎。

伊/JJ +:::. 月+ Q r.- 牡节）

1 一晨扎时一到就扎拜，然后在原地多多念蹩主调记念真主，

向真主祈持，直到天亮。
2一掠拾七粒小石子，在日出之前，诵念着皮召讠司前往米那。
3一一直念座召调，直至｀｀阿蓋白＂石柱（大石柱）时停止。

一粒一粒地将七粒石子投出，每投一粒时口诵｀｀真主至大＂。

4一做享受朝和连朝的朝覲者在投石之后宰牲。最好自己食
用一部分，将其它的贈送或施舍給他人。

5—宰牲以后剃光失或全方位地剪短，剃失是最貴重的。妞
女只需将每一束友辨剪短一手指节的長度（约三厘米左右）即可。

在迏以后，朝覲者可以升戒，允讠午穿上日常服裝、使用香料、
剪指甲、去除毛友。但是唯狸不可房事，送項禁忌要在完成坏特
天房之后解除。迏次玕戒后，洗大凈、清洁令人卫生、涂抹香料、
換上日常服裝是嘉行。

6一前往禁寺做正朝的坏特天房（塔瓦夫·依法多），坏特天

房七圈，然后扎两拜。做享受朝的朝覲者必須冉在賽法和変尓沃

之［司奔走七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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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举意连朝及单朝的朝覲者，因为他亻［］對初抵迏时已經在

坏特天房和賽法和変尓沃之［司奔走，因此不須再奔走七趟，因为

他亻「］圭初的奔走是朝覲的功课，所以在岂初抵迏时未曾在賽法与
変尓沃之冏奔走；如今需要完成奔走的功课。

（完成两山冏奔走以后，受戒的事項全部解除，房事的禁忌

也已解除。）

7一十一日、十二日的夜晚，朝覲者必須在米那這夜（対于

延迟窩玕米那的人亻「］述要增加十三日一夜。所渭這夜，是指必須

在米那）夜宿大半夜的时伺。

以上提到的投石、宰牲、剃失、坏餑天房，依照迏祥的次序

完成是圣行。不依照迏令次序也是元妨的。

伊J1J +.:::. 月十一日
迏一天，朝覲者皮苗完成投石的功课，其时［司是从日偏时玕

始，不可提前。可以在日偏之后的任何时岡迸行，依照小、中、

大石柱的順序。投石的方式是迏祥的：
l一掠拾二十一粒小石子，然后前往小石柱，以七粒石子投

市，投每一粒石子时都口诵：｀｀真主至大。＇＇座注意使每一粒石子
都投入池內，一粒一粒的投。依照圣行，完成小石柱的投石以后，

向右方移劫少讠午，然后，站立着板时伺祈待。
2一然后前往中石柱，以七粒石子逐粒投市，每投一粒石子

时，口诵：｀｀真主至大。＂然后，依照圣行向左方移劫少讠午，站立
着長时冏祈持。

3一然后前往大石柱，以七粒石子逐粒投市，每投一粒石子

时，口诵：｀｀真主至大。＂結束后立即窩玕，不再停留祈持。

伊·/JJ +.::. 月+.::. El 

1 一迏一天的工作和十一日相同。

如果朝覲者要延枚註留米那的时冏，直至十三日，迏卦然是

最好的做法，那么，十三日的工作与十一、十二日两天的工作相

同。
2- 十二日（或立意延板註留的朝覲者在十三日）投石結束

以后，朝覲者可前往禁寺做辟別的坏游，坏鈴天房七周。此后，
依照圣行在先知伊布拉欣站立灶扎两拜，如有困唯可在禁寺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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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完成迏两拜。米月經和严血的妞女不必做鋅別坏游。

3一在做述鋅別坏游以后，朝覲者就不皮再忙于其它事各，

而座尽快窩升変加，将时 l可用于记念真主、祈持、收昕《古竺經》

诵塽、伊斯竺讲座等有益的內容。
鋅別坏游后在変加停留一段不板的时向是允讠午的，如：等候同

伴或搬运行李，或期实在旅行中所需要的物品等。

正朝的玉本安素（令'u幻）
1- 受戒。
2- 在阿拉法註留。

3一正朝的坏特天房。

4一寨法和変尓沃两山之岡的奔走。

放弃迏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瑣者，其朝鯛元效。

朝錷的必行字哂 (~lu~I.J)

l 一在戒美受戒。
2一白天駐留阿法的朝覲者，座垓日落之后才可以高升。

3一在穆玆代利法停留至黎明天亮才窩玕，只有如女和病弱

者可以在半夜辻后漓升。

4- 晒肉日的几介夜晚在米那述夜。

5一在晒肉日的白天投石。

6-以剃失或剪短柒友升戒。

7一辟別的坏游。
誠弃任何一瓖必行字，勇者，鶯妻字拉河賬，一只羊或七分之

一的牛或黏，汔令玲紮她的旁＾。

渴妨夭妃耶圣寺

渴访使者詬的清真寺，在那丿L扎拜是嘉行。因为有圣圳证明

在圣寺中名L的每－拜，強迥在其它地方fL的一千拜，除了変加禁

寺。渴访圣寺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冏前往，并没有固定的时冏，
迏項工作也不厲于朝覲的一部分。穆斯林米到迏座清真寺不妨探

访先知蕊、艾布·拜克尓与歇変尓两亻立薪哈拜的陵墓（愿主喜悅

他倆）。探访陵墓只是男子的事情，不允讠午如女前往。任何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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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者以占吉为目的，抗摸先知蕊住房的墻壁、桂杆等物，或围着

先知蕊的陵墓坏游，或面対圣墓祈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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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食的教律

至高元上的真主命令他的仆人亻［］食用洁淨美好的食物，禁止

他亻「］吃污秒有害的食品。真主税：｀｀信道的人1f1啊！你1f1 肖吃我所
供給你仞的佳美的食物。＂（《黃牛章》： 172) 除了令別食物和佽料

受到禁止之外，真主允讠午皈信他的仆人亻「］享用佳美的食品，从中

荻益姓，而不可兌借真主的恩典去犯罪。真主为信士亻「］圍明了受

禁止的食物和佽料。真主況：｀｀除为势所迫外，你1f1所蚩戒除的，
真主已为你亻f1I洄明了。＂（《牲畜章》： 119) 那些真主没有阅明其为

禁物的食品就是合法的。

主的使者臨悅：｀｀真主命令的事物，你亻「］不可放弃；真主没

定的界限，你亻［］不可逾越；真主禁止的事物，你伯不可千犯；真

主未提及的事物，是対你亻i'J 的慈恫，而絶非遺忘，你亻［］不可探究。"
（塔博拉尼收呆）

所有真主及其使者鄙没有附明其为非法的佽食和服裝，不可

将其定为非法。原則是：一切洁淨元害的食物，都是允讠午食用的。

而如：自死物、血液、酒、畑等污秒有害的糸西，則禁止食用。
含有污秒成分的食物也是禁止食用的。所渭｀｀自死物＂是指未經

合法方式宰汞而死的牛、羊、舵、坞、鴨、鵝等。｀｀血液＂是指从
被宰糸的牲畜身体里流出的血液，而殃留在肉上或血管里的血液，

則不是受禁的。

合法的食物分为两神：米自于劫物或植物。植物性食物，只

要元害就可以食用。

劫物分为两秤：陡地幼物和海洋劫物。
海里生活的劫物全部为合法食物，不需要宰糸，因此海里的

自死物也是合法的。

陡地幼物中除了伊斯竺教律所禁止的几神以外，其它的都是

合法的食物，被禁止的有：

1 一家护。
2一用犬齿撕咬近捕荻的猶物。

弋禽：一般是合法的只有下列情況除外：

1) 有用以捕食的利爪。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悅他）況：｀＇主

的使者迄禁止我ff]食用有獠牙的野普和有利爪的弋禽。＂《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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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汞： 1934>

2) 以腐尸为食的弋禽，由于它的食物是污秒，所以它本身也

是禁止食用的，如：兀鷹、埃及兀鷹、舄鴉。

刁慣上仄为是肪胜的幼物，如：蛇、老鼠、虫子。
除了以上提到的，其余的劫物、弋禽都是合法的食物。如：

与、牛、羊、駝、瑪、舵舄、兔了·等。
但主要以污秒物作为伺料的家畜、家禽是不能易上食用的，

需将其圈莽三天，只喂其洁淨的伺料之后才可食用。

吃生葱、蒜等帶有惡劣勺味的食物是受憎的。特別是在准各
前往清真寺之前。

危急情況下，允i午为了维持生命而吃禁物，但不可超出维持
生命需要的限度，元诒如何不可食用毒的食物。

在未没围墻，也没有人看管果实的果园里，可以陣手釆摘榭

上的、或掠拾落在地上的果实吃，但不可帶走，也不可爬紂釆摘，
或投挪奈西将村上的果实砸落，也不可拿取已經堆积好的果实。
只有只有维持生命的危急的特殊情況，才可例外。

屠字的狄律繞文

陡地劫物必須通迥合法的宰汞程序方可食用，因此，必須要

対有美屠宰的教律有所了解。
所调｀｀屠宰＂是指：以割新勺管和食管的形式，宰汞允讠午食

用的陡地幼物。

能移做到以合法的形式宰糸，却未统宰汞而死的劫物不可食

用，因为未經宰汞而死的劫物，等同于自死物。
合法的宰糸需符合以下糸件：

1一屠宰者符合糸件。屠宰者皮为理智健全的穆斯林或基督

教徒、犹太教徒。喪失理智的人、昏醉的人、不明事理的頑童所

宰汞的劫物不可食用。因他亻「］的理智欠缺使屠宰的劫机元效。偶
像崇拜者、拜火教徒、坎摹崇拜者所屠宰的牲畜是不可食用的。

2一工具符合糸件。屠宰可使用任何材旗的利器，如：鉄器

或石器等。但不可用牙齿、骨失或指甲作为屠宰工具。

3一需割斷勺管、食管、和一糸颎靜脲。
指定在迏介部位迸行宰汞，并特意割斷勺管、食管和一糸劫、

靜肱，其目的在于放血。因为迏介部位是血管、勺管、食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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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等集中的地方，割斷迏令部位，可以辻牲畜以最快的速度死亡，

使肉更鮮嫩，讠上幼物受到最小的痛苦。

如在打猶等情況下，元法在上述部位宰汞，可以刺汞劫物身

体的任何部位作为宰糸。一些劫物因窒息、或被重物砸到、或从

高灶跌落、或受到猛曾攻出，如果赴在其1個死之前宰糸，是合法

的，可以食用。
4一屠宰者在宰糸时皮念 "<ll!I F-" (以真主的名叉宰糸），加

念 "fa.I <llll" (真主至大）是圣行。

字牡的~1
1一使用純器宰牲是受憎的。

2一在将被宰系的牲畜面前磨刀是可憎的。

3一使牲畜面向扎拜的朝向（変加天房）之外的方向是可憎

的。
4一在牲畜尚未徇底死去之前，割斬它的脖子，或剝皮是可

憎的。
依照圣行，宰汞牛羊时，将其放倒，使其身体左側着地。宰

糸貉骔时，使其站立，拴住其左前腿。真主至知。

狩措

因为需求而狩猶是允讠午的，以玩示为目的的狩猶是受憎的。

猶物在被由中和捕捉到之后，分两秤情況：

l 一尚未死亡，則必須宰系。

2一已經死亡，或已元实际意叉的生命，則可以直接食用，

不必宰糸。
対于狩猶者的要求和対于屠宰者的要求是相同的：

l 一必須是理智健全的穆斯林，或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
斯林不可食用喪失理智者、或昏醉者所打的猶物。也不可食用拜

火教徒、或偶像崇拜者等非穆斯林所狩的猶物。

2一捕猪的工具必颎烽利，使出中的幼物涌出鮮血。不可使

用指甲或牙齿（各秤骨~)作为工具。猶物皮是被刺中的，而不
是被砸中的。鈴逍i)II 钅床的猶犬或猪鷹所捕荻的猶物可以食用。所

渭｀｀统述iJII 钅1.f-" 是指：完全服从主人的命令，收放自如，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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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猶，而不是为自己充釩。

3一以捕猶为目的投挪捕猶的工具。若因工具不慎脱手而市

中的猶物，則不可食用，因为事先并元捕猶的目的。同祥，未經

主人命令，猶犬自行捕荻的猶物，也不可食用，因为事先没有捕

猶的目的。射市某令猶物，但由中了其它的，或市中了成群的猶

物，迏些猶物都是合法可食用的。

4一在射市和放出猶犬或猶鷹的同时，座念 ".t.Iil~" (以真

主的名叉），加念 "Y,SI .t.Iil" (真主至大）是圣行。
注：除了主的使者泣特讠午的狩猶、看护牲畜、和看护田园

三秤用途以外，葬狗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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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怖的教律

伊斯竺是美好与清洁的宗教，它允讠午并鼓助穆斯林表現出

美好的形象。至高元尚的真主造化了可以用米缝制、遮蔽及裝怖

的衣着原料。真主讽：｀｀阿丹的子引丶啊，我确已为你亻「］而創造遮益
羞体的衣服和修怖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迏是厲于真主

的迹象，以便他亻「」莢悟。＂（《高灶章》： 26) 
事实上，衣服是合法的，除非有明文禁止的。伊斯竺并未

限定穿着某神服怖，但它制定了穆斯林衣着皮具各的糸件：

1. 必维可以遮住羞体，而非突晁它。

2. 并非为了模仿非穆斯林或是某些行为不检燕人的穿着。

3. 不可述分奢华。

若是具各以上糸件的衣服，一令人可以依照适合他的需求

及者地刁愤穿着。

明文禁止的衣物如下：

1. 男士穿戴銘綢、黃金，至于妞女，則元妨。迏时阿
里·本·艾比塔里布的侍述：真主的使者蕊拿了一段經綢，放在

他的右辺，又拿了一玦黃金放在他的左辺，然后洸：｀｀迏两件事物

対我民焱中的男子是不合法的。＂《乃沙伊、艾布· 迏舄德伊晒与

甲收呆》但男士可以戴銀戒指。

2. 有幼物圏案的衣服。穆斯林不可穿有人像或幼物圏像的

衣物或怖物。阿伊莎亻耜述：她实了一介画有圏像的靠墊，卦主的
使者蕊見到后，站在fl辺没有迸去。她況：｀｀我見到他有憎惡的脫

色，于是我讠兑：｀真主的使者啊！我向真主仟悔，也向他的使者仟

悔。我犯了什么措喝？＇真主的使者迄讽：｀迏令靠埜是怎么回

事？＇我悅：｀我为你实了它，好讠上你坐着或靠着它＇真主的使者

迄悅：｀迏些囹像的主人在末日将遭到刑罰，佘要求他亻fJ: 把你亻「］

造的圏像夏活。＇然后又讠兑：｀天使不迸入有囹像的房子。＇＂《布哈
里圣维集： 2105》《穆斯林圣圳集： 2107>

3. 男士穿衣不能拖地。艾布·胡萊伊萊亻耜述：真主的使者

蕊況： "*迏胭踝以下的衣裳在火獄里。＂《布哈里圣圳集： 5787>

迏是禁止脾脾太板，而非仅指那些为了炫耀的人亻［］，其实迏比指

責炫耀更严历。伊本·歇変尓亻耜述：真主的使者苓況：｀｀那些将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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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拖地以炫耀的人，真主在末日不正视他。＂《布哈里圣圳集： 2085 >
《穆斯林圣圳集： 3665》穆斯林妞女的衣裳必須遮益戏足。

4. 不可穿透明不遮盜羞体的衣服，或是腰身紫俏，突晁身

材的衣服，男女都皮咢注意。

5. 禁止妞女模仿男子的穿着，也禁止男士模仿妞女的着

裝。伊本· 阿巴斯隹述：圣人臨沮咒那些模仿妞女穿着的男人，

以及那些模仿男子穿着的女子。《布哈里圣iJII 集： 5885>
6. 也禁止模仿非穆斯林穿着，穆斯林不庶穿非穆斯林考用

的服怖。阿布杜拉· 本· 阿穆尓· 本·阿赤亻耜述：真主的使者臨

見我穿着两件染成黃色的袍子，他悅：鬥之是非穆斯林的衣服，你

不要穿它。＂《穆斯林圣洲集： 2077>
衣笳肘光节：

1. 穆斯林必須遵守的圣行：穿新衣时皮苗祈持。阿布芽尓
德，胡德利隹述：蚩年圣人啤更換新衣时佘念衣裳的名稔如村衣

或失巾，然后念l .J 4..1~Lo -»='" .J~-»='" L>" .tl!L.I~_,..s. -:.ul .l.o.:o..ll .tll~I 
4..1~Lo y!i .J O y!i L>"~ ~_;r-1 

（主啊！一切贊頌肛你，是你賜我穿着，我祈求你将它的好

灶以及因为制作它的好灶賜給我；祈求你使我远窩它的坏灶以及
为它制做的坏姓。）《艾布·迏烏德圣洲集： 4020>

2. 由右辺玕始穿新衣是圣行。依据阿伊芽亻耜述：蚩年圣人

詬喜炊尽可能从右辺玕始，元讠令是在清洗、行走、辺步或穿鞋。《布

哈里圣洲集： 268》《穆斯林圣圳集： 426》他穿鞋也是从右辺升始，

脱鞋則是由左辺升始。据艾布·胡萊伊萊亻耜述：真主的使者远視：

｀｀你亻［］谁穿鞋，从右胭升始，若脱鞋从左脾玕始，或是同时一起

穿或一起脱。＂ 《布哈里圣iJII 集： 5495》《穆斯林圣圳集： 5855>
圣圳禁止穿－只鞋行走。

3. 穆斯林注重自己的身体与服怖的清洁是圣行，清洁是所

有裝怖与美好外表的根本，伊斯竺鼓動清洁，注重身体与衣怖的

整洁。
4. 穿白色衣服是嘉行。伊本·阿巴斯亻相述：真主的使者臨

況：＂穿你亻fJ的白衣服，它是你亻［］的最好服怖，也用它包裹你亻fJ的
亡人。＂《艾布·迏烏德圣圳集： 915》任何颜色皆可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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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造掙衣服及合法的裝怖要釆取中庸适度的方法。真主

讽：｀｀他亻「］用鈛的时候，即不抨霍，又不吝嗇，谨守中道。＂（《准
則章》： 67)~· 《布哈里圣圳集》：真主的使者蕊讽：｀｀你亻「］吃、喝、

穿、施舍，不要浪費，也不要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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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教律娥定

嫗彙的令件

~ 

l一夫妻戏方同意。男女任何一方被迫的婚姻都是元效的，

不經妞女本人同意就把她嫁給他人，是伊斯竺所禁止的。如果妞

女不同意嫁給某介男子，任何人都不可強迫她，甚至是她的父奈。

2一女方的監护人。没有女方盟护人參与的婚姻是元效的，

先知蕊悅迥：＂有盟护人的婚姻才是有效的。＂（提尓密吉、艾布迏

悟德收呆： 1020)。妞女嫁自己的婚姻，元诒是她本人签汀了婚

约，坯是委托他人代签婚约，都是元效的。非穆斯林不能作为穆

斯林妞女的監护人，没有監护人的如女，穆斯林的領袖就是她的

盟护人。監护人是如女的至奈中成年、理智健全的男子。監护人

的咨格排列如下的：她的父奈，然后是她父奈所委托的人，然后是

她的祖父系中血緣最近的，如祖父，若没有祖父，曾祖父就是其

監护人，依此奕推；然后是她的丿L子，然后是外子系中血緣最近

的，如刊＼子已經去世，重刊、就是她的盟护人；然后是她同父同母

的兄弟，然后是同父昇母的兄弟，然后是同父同母兄弟的丿L子（侄

丿 L), 其次是同父昇母兄弟的丿L子，血緣最近者优先。然后是她的

奈叔父，然后是她的堂叔父，然后是他亻［］的丿L子，血緣最近者优

先。然后是她父奈的叔父，然后是他亻「］的丿L子。然后是她苓谷的

叔父，然后是他亻fJ 的丿 L子。監护人在決定妞女的婚事以前，必須
得到她本人的同意。要求有瘟护人介入的意又在于杜絶通奸的丑

事友生。坏男人完全有可能対女人讠兑：｀｀我給你财严，嫁給我吧。＂

然后再从他的同伙或其他人中找出两人为他的婚姻作证，而有監

护人存在，就可以避免妞女上尚受騙。

3一两令证婚人。必須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忠滅的穆斯林男子

作为证婚人奈瞄婚约的汀立。证婚人必須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并

且必須忠滅可信，是远窩渚如通奸或佽酒等大罪的穆斯林。

婚约的形式是：男方或男方的代理人対女方的瘟护人悅：｀｀清

把你的女几（或杯女方的姓名）嫁給我。＂女方的盟护人答夏説：

"我已将女几（或受我瘟护的某人）嫁給了你。＂男方祝：｀｀我接
受了迏令婚姻。＂男方可以依据他本人的意愿委托他人代其完成婚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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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必須給予女方聘扎。聘扎的數目是少量的，越是少量易

行的聘札越为貴重。聘札（変和尓）也杯｀＇芽迏格"'最好在讠丁立

婚约时提及聘扎，并同时交付給女方。后付或延迟交付部分聘扎

也是允讠午的。如果男子在与他的妻子行房之前提出高婚，女方）翌

得一半的聘札。如果在U立了婚约之后，男方尚未与妻子行房就

去世了，女方有枚继承丈夫的遺严，并｝或得全部的聘扎。

燔后的有丟字各

l 一供界。丈夫必須担負妻子的生活所需，如果未能尽到又

各，他就是令罪人。一旦友生了迏秤情況，允讠午妻子从丈夫的财

严中拿取能移淌足她生活的一部分，或以丈夫的名又借債，丈夫

有又各亻堂坯。丈夫坯座担負婚宴的費用，在結婚的日子里宴清泉

朋好友，是圣行，因为先知臨曾迏祥做這，并命人迏祥做。

2一遺严继承。者男女戏方讠「立了有效的婚约后，他倘之［司
就互有继承枚和被继承的美系。元讠令丈夫是否曾与妻子行房或柚

灶。真主讠兑：｀｀如果你亻［］的妻室没有子女，那么，你亻fl得受她亻fl 的

逮严的二分之一。 如果她亻［］有子女，那么，你亻［］得受她1f1 的逮严

的四分之一。（送釉分配）須在交付亡人所囑的逮艚或清1器亡人所

欠的愤勞之后。如果你亻fl 没有子女，那么，你亻fl 的妻室得你亻［］遺
严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亻［］有子女，那么，她亻［］得你亻［］遺严的八分

之－。（送神分配），多頁在交付亡人所囑的逮贈或清偕亡人所欠的

愤勞之后。＂（《妞女章》： 12) 。

婚蛔中的才囯又和圣行

1- 将婚姻公升，依照圣行，可向新婚的夫妻祝福：｀｀愿主賜

予你吉床，使你倆結合在福利之中。"

2—卦夫妻欲行房事时做迏杆的祈待：｀｀以主的名又，主剛，

求你使我亻［］远窩惡魔，并使惡魔远窩你所賜予我亻fJ 的。＂

3一夫妻将二人房事中的秘密向他人宣拐是可憎的。

4一禁止丈夫在妻子的經期和严血期，及在她洁淨后尚未做

大凈之前与她行房。

5一禁止丈夫与妻子迸行肛交，迏是伊斯竺所禁止的大罪。

6一丈夫皮苗讠上妻子在房事中享受到她的枚利。正如果他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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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妻子怀孕而釆取体外射精时，座卦取得妻子的同意，迏祥做也

是因特殊需要。

捧上的括准：婚姻的目的是为荻得享受和淌足，組成幸福的家

庭和建立美好的社合。基于迏介目的，未米的妻子皮苗能移符合

迏两項要求，她不仅要外在美，坯要心炅美。外在美是外貌的美

兩，心炅美則是信仰虔滅和品行端正。理想的妻子是外貌和心炅

具佳的，与迏祥的妻子結合，兌着真主的恩典，将荻得幸福的生
活。妞女也皮者努力寺找品行好，信仰虔滅的男子作为終生伴侶。

不可作为姜子的 -!(a 女：

分为两秤情況：第一神是永远不可娶她亻「］为妻的；另一神是在

一定时期內不可娶她亻「］为妻的妞女。
第一#·情況：永逸不可妻~{i]~ 奏的 -!(a -ii:- 。

她亻「］又分为三哭：
1- 囹丘緣丟魚而紈祟晏的 -!ta.女，她亻「］有七秤，真主在《古

竺统》中提到了她亻「］：｀｀真主严禁你亻［］娶你亻f1 的母奈、女几、姐妹、

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如女章》： 23) 。
甲－母奈的意又包括了母奈、祖母和外祖母。

乙一女丿L的意又包括了女丿L 、 trJ、女、外孑小女，以此炎推。

丙－姐妹包括了同父同母的奈姐妹、同父昇母的姐妹和同母

昇父的姐妹。
丁－姑母包括了本人的姑母、父奈的姑母、祖父的姑母、母

奈的姑母、祖母的姑母。
戊－姨母包括了本人的姨母、父奈的姨母、祖父的姨母、母

奈的姨母、祖母的姨母。
己一侄女包括了奈兄弟的女几、同父昇母兄弟的女几、同母

昇父兄弟的女丿L, 以及他亻「］后代的女丿L 。

庚－外甥女包括了奈姐妹的女丿L、同父昇母的姐妹的女丿L 、

同母昇父的姐妹的女丿L、以及她亻［］后代的女丿L 。

2- 因乳余系魚而紈禁妻的 -!ta 女，因血緣美系而被禁娶的那

些如女，在乳奈失系中同祥也是被禁娶的，如：乳母、乳汞矢系

的女几、姐妹等。先知羋讽：｀｀因血緣而被禁止的，也是乳米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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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禁止的。＂《布哈里圣圳集： 1447》《穆斯林圣-iJII 集： 2645》乳

奈美系的建立必須符合以下糸件：

甲－需至少五次哺乳，如果嬰丿L从一位如女那甩吃了四次

奶，她不能算作他的乳母。
乙＿哺乳需在嬰几斷奶前，即：五次哺乳均需在嬰丿L新奶前。

如果在其新奶以后，或五次哺乳有的在斯奶前，有的在斯奶以后，

送位如女就不能算作他的乳母。

如果符合了以上送些茶件，嬰几就成了迏位妞女的孩子，她

自己的孩子也就成了他的兄弟姐妺，元讠令他吃乳母的奶是在他亻［］

之前述是在他亻［］以后。迏位妁女丈夫的子女也成了他的兄弟姐妹，

元讠它是迏位如女奈生的子女，述是他的其他妻室所生的子女。我

伯坯阿芍知道，受乳者的菜厲，除了他的子女以外，都不合因他

的乳奈美系而与他的乳母一方建立任何美系，他的乳米美系対他

伯没冇任何影啊。

3- 因蛔羔丟糸而抜紮妻的 -1(:1 女：

甲－父米和祖父的妻室。卦男女戏方汀了婚约之后，女方就
成为男方的几子、孔子、外釙、及直系晚棐禁娶的妞女。元诒他
和她行房与否。

乙—几媳。卦男女从方讠T了婚约之后，女方就成为男方的父

奈、祖父、外祖父及直系長棐禁娶的如女。迏令禁戒与婚约同时

生效，即使尚未行房。

丙—岳母和妻子的祖母、外祖母。男女戏方汀了婚约之后，

女方的母汞和祖母、外祖母就成为她的丈夫禁娶的如女。迏令禁

戒与婚约同时牛效，即使尚未行房。

丁－妻子的女几、釙女、外秈女及直系晚輩的妞女。例如：
男子与一位女士結婚，并且行房，此时，妻子的女几、秭女、外

孑小女及再晚輩的女子就厲于迏名男了·禁娶的妞女。元讠令她亻f]是她

前人的孩子，坯是米自于在他与迏名妞女窩婚以后，女方冉婚的

丈夫。如果尚未行房就已窩婚，那么迏些女性則不厲十迏名男子

禁娶的如女。

第:::..秤情況：在一定时期內不可妻乩亻r'J 为上的 -1(:1 女。她亻［］

分为几秈：

甲—妻子的姐妹、姑母和姨母。直到妻子亡故，或戏方高婚，



1尹斯是知覈臧矚 甲
妻子度迥了窩婚的守制期后禁戒方可解除。

乙一灶于守制期的如女。即：某妞女因丈夫去世或与其窩婚，

正灶于守制期，送令时期不允讠午与她結婚，直到她的守制期結束。

期伺，也不可向她求婚。

丙－因正朝或副朝而受戒的妞女。在她升戒之前，不允讠午与

她結婚。

窎燔

窩婚从根本上讲是可憎的事情，但是若因继緤婚姻美系合使

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亻釕害，或因其它原因必須窩婚时，窩婚是允讠午

的，迏是真主対人突的慈恫。如果男子灰惡了自己的妻子，元法

再将婚姻维持下去，与她漓婚是可以的，但陘注意以下事項：

l 一不可在妻子的月經期岡提出窩婚，在月經期伺休妻确已

迪抗了真主及其使者苧，干犯了罪惡。丈夫必須将窩婚的決定收

回，留住妻子，直到她沽凈以后。到那时，如果述要窩婚的话再

窩婚，但最好等到她再·次月紓，并待她洁凈后，再在挽留她和

与她窩婚之1可做出造捅。
2一若在妻子洁凈期［司曾与她行房，就不可与她窩婚，需待

到她再一次月經并洁凈后，即使迏段时岡很長。然后若要禽婚，

就在尚未与她行房前窩婚。只有肖表明妻子已經怀孕，或妻子本

米就已怀孕时，提出与她窩婚是元妨的。

与窎燔相系的事令

既然窩婚是与妻子的分窩，那么教律対于迏令分窩有很多規

定，其中有：
1 一守制： 如果丈夫与妻子有這房事或单狸相灶這，窩婚后

妻子必須經這守制期。如果从米没有房事，也没有狹灶逍，則元

守制期可言。守制期是米三次月經的时岡，元月經的如女的守制

期是三令月。孕妁的守制期至其生严以后。守制期的意又，是給
丈夫一令挽留妻子的机佘，在送段时 l、司里也能移确定妻子是否怀

有身孕。
2一禁止夫妻失系：如果此前戏方曾有這两次窩婚，丈夫就

不可再与她直接夏婚。也就是讠兑，如果某男子曾經休妻，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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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制期中与妻子恢夏了美系，或在守制期這后夏婚；然后第二次

与她漓婚，又在守制期中与妻子恢夏了美系，或在守制期迥后再

次夏婚，然后第三次提出窩婚，此时，他便不能再与送位如女直

接恢夏夫妻天系，而是要等到她与另一令男子結婚、行房，又漓

婚后，才可再与她結婚。真主禁止如女与将其三次抛弃的男子直

接夏婚，是対妞女的慈恫，以避免她1「]受到丈夫的欺侮。

la -女援出窎蟠 (M: 茱阿）

即：如女主劫提出与她憎惡的丈夫窩婚，并給予丈夫一定的财

严作为賅金。如果是男方主幼提出漓婚，那么，他就没有仅利向
女方索取羰金。只能在继緤维持婚姻和窩婚之冏做出造拌。

如女不皮主劫提出以贱金的力式禽婚，只有受到亻份害，元法

继维与丈夫共同生活时才能那祥做。同祥不允讠午丈夫为迏到使妻

子主劫提出以賅金的方式禽婚为目的，而故意欺侮妻子。
丈夫收取賅金的數額最好不要超辻他給予妻子的聘札的數

額。

在維持4和緬和鮮除燔約之沔的迷棒

夫妻戏方在某些情況下，都有枚在继緤维持婚姻和解除婚约

之［司做出造掙。如：夫妻一方岌現対方身患疾病、或在汀婚时未能

友現的先天殃疾。那么，他（她）有枚在继練维持婚姻和解除婚

约之阅做出造掙。例如：

1 一夫妻一方弱智，或患有某秤疾病，使得対方失去了婚姻

生活中皮享有的枚利。対方就有枚解除婚约。如果送友生在夫妻

行房之前，丈夫有枚索回他給予対方的聘扎。

2一男子元力交付聘札。在行房之前女方有枚利解除婚约，

但在行房以后她尤枚迏祥做。

3一元力担負妻子的生活。不能提供給妻子生活所需，妻子
可根据自己的情況等待一段时冏，此后，她有枚通這法律程序解

除婚约。
4一如果丈夫窩升了妻子，不知其身在何方，也没有給妻子

留下生活所宙，也没有囑托他人照顾妻子的牛活。也没有人为她
提供生活所需，她本人也没有财严能移暫时维持自己的生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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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要求丈夫亻堂坯。送神情況下，她有枚通述教法法官解除婚约。

与非穆造林的嫗蛐

除有經人（基督教和犹太教徒）以外，穆斯林男子不可娶非

穆斯林妞女为妻。穆斯林如女不可嫁給非穆斯林，即使是有經人

也不可以。如果一名妞女在她丈夫之前加入了伊斯竺，那么，在
她丈夫皈信之前，不允讠午丈夫与她迸行夫妻 l、司的接蝕。以下是一

些有失与非穆斯林結婚的教律規定：

1 一如果夫妻两人都加入了伊斯竺，他亻「］的婚姻仍然有效，
但若存在教律所禁止的原因，如：妻子是丈夫不可婚娶的至余，或
存在其它不可娶她的原因。此时，皮令两人窩婚。

2一妻子是基督教或犹太教徒，她的丈夫加入了伊斯竺，他

亻［］的婚姻仍然有效。

3一夫妻戏方都不是基督教或犹太教徒，在尚未行房之前，

夫妻中的任何一方皈依了伊斯竺，他倆的婚姻即时元效。

4一非穆斯林（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徒）的妻子，若在夫妻

行房之前皈依了伊斯竺，其婚约即刻解除，因为穆斯林妞女不可

嫁給非穆斯林。

5一如果皈依伊斯竺的妞女曾与非穆斯林的丈夫有近房事，

她就蚩迸入守制期，如果在守制期內丈夫仍未皈信，那么，在守
制期結束后婚姻既为解除。此后她可再婚，如果仍愛丈夫，可以
等待他的皈信。在迏段等待的时岡里，她从丈夫那里不享有任何

枚利，同祥，丈夫也没有命令、支配她的枚利。如果丈夫皈信，
她坯是他的妻子，元需重新汀立婚约，即使迏段等待的时阅有數

年之久。非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妞女，如果其丈夫皈信了伊斯竺，
也是同祥的教律規定。

6一如果妻子在夫妻岌生房事之前叛教，他1fJ 的婚约即刻解

除。她不能荻得聘扎。如果叛教的是丈夫，婚约同祥解除，他座
交付一半的聘扎給女方。如果二者中叛教的一方再次回肛伊斯竺，
只要他倆尚未禽婚，他亻fJ的首次婚约仍然有效。

妻是分敖-~太成徒~... 的弊蜴

至尊的真主允讠午婚姻，目的是培莽人亻fJ优美的品性，凈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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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风勺，维护人奕貞操、佺常，在社佘中实行純正的伊斯竺法度，
蘊育真正的伊斯竺民族作证｀｀除真主外絶元陘受崇拜者，穆罕默

德远是主的使者。＂只有通逍婚姻制度，迎娶虔滅的、尊贤的、具

有优秀品性和教券的女士为妻才能迏到迏令目的。穆斯林男子娶

基督教、犹太教徒为妻的弊端，我亻［］简要地做以下惡結：

1 一刈家庭內部的影啊。在一令小家庭中，如果丈夫信仰虔

滅、执着，那么，他的言行合影喃到妻子，大多數情況下，妻子
佘接受伊斯竺。但相反的情況也时有友生，妻子対自己的宗教信

仰十分熱衷，执意做一些她的宗教所允讠午的事情，如：伙酒、吃猪

肉、交情人等。她的所作所为合使一令穆斯林家庭破裂瓦解，使

得孩子亻［］在罪惡的坏境里成長。可能事情坯佘友展得更糟，狂熱、

执迷不悟的妻子合帶她的孩子亻「］去教堂，使他亻「］対基督教徒的札

拜亻文式司空見僙，少年积刁，到老雉除。
2一対穆斯林社合的影喃。穆斯林社合里基督教、犹太教徒

妞女數量的增加，是一件危检的事情，特別是在伊斯竺民族墮落，

而基督教世界正姓在經济笈迏的时期。在迏秤情況下，她亻［］在伊

斯竺世界內部充苗了危險思想意讠只侵略的先烽，接下米的就是対

伊斯竺社合的破坏瓦解，实行迷讠吳的基督教风俗。首者其沖的就

是男女混朵、衣着暴露，以及其它与伊斯竺道德准則背道而牠的

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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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妞女的教律

-1{;;, • 女在伊斯至敖十的化位

我亻「］在淡讠令妞女在伊斯竺教中享有的枚利之前，必多員要対其

它民族対妞女的态度，以及他亻［］如何対待妞女做一些圍述。

在古希肼，妞女被隨意实实，没有任何枚利，所有的枚利都

臼男子伯所有。妞女也没有继承遺严和支配财严的枚利。他亻「］著

名的哲挙家赤格拉底曾悅：｀｀女人的存在是世界毀天的最大因由和

根源。女人就像一棵有毒的村，拥有漂亮的外表，舄丿L一旦在它

上面吃了食物，就合立刻死去。＂

夢与人曾堅信女人没有炅魂。在他ifJ看米妞女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任何枚利，他亻「］曾經的口兮是｀｀女人没有炅魂"0 因此，她亻「］

曾被綁在柱子上，受到滾烫油渣洸身的刑罰。更有甚者，将元辜

的如女亻fJ綁在易尾上，然后，辻与弋奔，直到妞女亻［］拖死。
古印度人対于妞女的态度也是迏祥的，他亻fJ的做法有近之而

元不及，他亻「］曾在丈夫去世时将他的妻子焚侥。

以前，中囷人将女人比作祸水，从为她佘沖掉幸福和财严。
古代的中囯男人有枚．利实实妻子，也有慫罰甚至灶死妻子的枚利。

犹太人将妞女视作座受沮咒的対象，从为她曾唆使阿丹偷吃

禁村上的果实。他亻「］述从为，妞女在月經期 I、司是污秒的，住宅和

所有她蝕摸迥的尓西都合受到污染。如果她有兄弟，那，她就元
枚从她父奈的遺严中得到任何糸西。

至于基督教徒，在他伯看來如女是惡魔的化身。一介基督教

的神职人員曾況：｀｀如女和人奕元美。＂圣徒保那·范閤尓讠兑：｀｀如

果你亻［］看到了女人，不要从为是看到了人奕的驱体，也不要以为

是野啓的驱体，而你亻fJ看到的是惡魔，你亻［］昕到的是蛇的叫声。"

直到上令世纪中吐，英囯的究法述未将妞女视为公民，妞女也没

有任何令人枚利，她甚至元枚拥有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赤格竺汶

佘在 1576 年頒布糸令，如女不可被授予任何事物的掌管枚。英囯

汶佘坯在亨利八世时期禁止如女诵埃《圣經》，因她是污秒的。在
586 年，法囯人曾举行了一次合汶，研究讠寸讠令妞女是人，坯是非人

奕！得出的結讠它是：她亻fJ是人，但她亻fJ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服各男人。
英囯法律直到 1805 年坯允讠午丈夫实掉自己的妻子，并規定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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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为六介便士（半令先令）。

伊斯竺之前的阿拉伯人蔑视妞女，妞女元枚继承遺严，得不

到美心愛护，没有任何枚利。很多人活埋自己的女丿L 。
伊斯竺到來之后，消除了所有迏些対如女的不公，宣告她和

男子是平等的，妞女和男子－祥拥有自己的杖利。至高元上的真

主悅： "~ 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刨造你亻［］，我使你1f1 成为讠午·多

民族和宗族，以便你1f1互相讠人讠只。在真主看米，你亻［］中最尊煚者，

是你1f1 中最敬畏者。＂（《寢室章》： 13) 。真主又讠兑：｀｀信士和信女，
谁行善谁得入示园，他亻f1不受銓毫的弓枉。＂（《如女章》： 124) 。

又税：｀｀我曾命人孝敬父母……＂（《蜘蛛章》： 8) 。

先知羋祝：｀｀信仰最全美的人是品性最优美的人，你亻「］中最

好的人是最善待妻子的人。＂《提尓密吉圣洲集： 1082>
一名男子祠先知$: "谁最座受我的善待？＂先知嚻洸：｀｀你

的母奈。＂男子祠：｀｀然后是谁？＂回答讠兑：｀｀你的母奈。＂他祠：｀＇然
后是谁？．，＇又悅：｀｀你的母米。＂他再祠：｀｀然后是谁？＂使者洸：
｀｀你的父米。＂《布哈里圣圳集： 2548》、《穆斯林圣洲集： 5971 >

以上是简介伊斯竺対如女的看法。

~.Jt:- 的玉本机利

如女対自己理座享有的基本枚利要有所了解，迏些枚利皮得
到承V\, 使妞女能夥陡时维护自己的枚利，迏些杖利惡的米讠Jt有

以下几項：
1- 财严所有杖：妞女有枚拥有房严、衣汤、工「、花园、金

銀、各秤牲畜。元讠令她的身份是妻子，坯是母奈，或是女几、姐

妹。
2一婚姻枚：如女有枚造捅自己中意的丈夫，有枚以麒金的方

式脱窩丈夫（赫萊阿），受到虐待有枚窩婚，迏是妞女的基本枚利。
3一挙刁的杖利：妞女有枚挙刁一切必要的知沢，如：从知真

主，挙刁如何完成敬拜真主的功修，了解陘承担的又各，必要的

扎仅，培莽美好的品性。真主流：｀｀你成肖知道（挙司、讠人知），
除真主外，絶元成受崇拜的。＂（《穆罕默德章》： 19)。主的使者苓

逍｀｀求知是每一令穆斯林男女的主命。＂《伊本．坞哲圣iJII 集： 220>
4一施舍和支配财严的枚利：妞女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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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财严，或施舍，或用于自己的需要。她可以牾助丈夫、供葬

子女、孝敬戏奈，但皮避免浪費。在迏方面她和男子拥有同等的

枚利。
5一愛憎的枚利：如女有枚走访看望自己喜愛的虔滅善良的

如女（如果是已婚如女則座争取丈夫的同意），贈送她亻fJ扎物，与

她亻「］通信联絡，美心她亻［］的情況，在她亻「］遭遇不幸时安慰和帑助

她亻［］。同祥，她有枚憎惡那些品行敗坏的女人，牾助她亻「］悔改以
取得真主的喜悅，也可以依札远窩她亻fJ 。

6一妞女有枚以遺囑捐贈支配她三分之一的财严，在她去世
后元糸件地执行。因为遺啁捐贈是令人的基本枚利，男女平等，

元讠令男女都盼望籍着自己的善功荻得真主的扳営。遺囑捐贈的糸

件是：不可超述财严恙數的三分之一，在迏燕上男女是同等的。
7一服怖的枚利：如女有枚根据自己的喜好穿着終綢，佩戴金

甑迏两件尓西対于男子是禁止的。但她不可赤身露体，衣着暴

露，摘去失巾，袒胸露背。只有在那些允讠午看到她迏祥穿着的人

面前除外。
8一如女有枚为丈夫妝怖：她可以化妝，涂脂抹粉，穿着最漂

亮、华兩的服裝。但不可穿着那些考届非穆斯林的服裝，或表示

放茘女人身份的服裝，以避免招致非讠又和背讠炎。
9一佽食的枚利：妞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吃佽。在迏方面她

与男子没有任何巨別，只要是合法的食物和佽料，元讠令男女，都

可享用。非法的佽食，対男子和妞女都是禁止的。真主況：｀｀你仞
阪肖吃，成肖喝，但不要迥分，真主确是不喜炊迥分者的。＂（《高
灶章》： 31) 迏段經文是户叉的，包括男女。

丈夫吋真子友冬的叉各

丈夫対妻子座尽的叉各是她特有枚利之一。迏些枚利是在她

尽到了対丈夫座尽的又各的同时荻得的，如：服从丈夫，只要他的

要求没有連抗真主和使者迄；为他准各佽食，安排就寢，培界、

教育他的子女，维护他的财严、名誉，为他保持貞洁，以各秤合
法的方式收怖打扮，博取他的炊心。

以下是如女座酋从丈夫那里荻得的枚利，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
｀｀她if]成享合理的枚利，也磁尽合理的乂勞。＂（《黃牛章》：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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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亻「］将迏些枚利夢列出米，辻穆斯林妞女対此有所了解，在她亻fJ

维护自己的枚利时不合感到羞愧和恐俱。丈夫必須将妻子皮享的

一切枚利給予她，除非她主劫放弃。妞女座享的枚利是：

1一丈夫皮供莽妻子。供葬的范围包括：穿衣、佽食、匡庁、
住宿。

2一丈夫皮保护她的名誉、身体、财严和信仰。丈夫是她的
盟护人，有責任保护、照顾她。

3一丈夫皮教授妻子必要的伊斯竺知沢，如是他本人没有迏

今能力，就座允讠午她到清真寺或挙校等灶參加如女挙刁班。前提

是迏祥做没有任何不良的結果，也不合給夫妻任何一方帶來伪害。

4—丈夫皮善待妻子。真主流：＂你仞蚩善待她if] 。" (《妞女

章》： 19) 善待妻子包括：不剝寺她的夫妻生活，不辱驾、仂害她，

正常情況下不阻止她走奈访友，不責成她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在

言淡话语和行劫上善待她。主的使者蕊悅：｀｀你亻「」中最好的人，是

最善待妻子的人。我是你亻fJ中最善待妻子的。＂《提尓密吉圣圳集：

3830>
J1民作造L全身

伊斯竺非常重视用高尚的札仅和品德米维护家庭的和睦，防

止家庭破裂。使人性善良，社佘純洁，不被欲望左右。伊斯竺为

了抵御诱惑没置了道道防紱，元诒男女都被命令降低视紱，不可

食婪地戏望昇性。

真主为了晁示妞女的尊贤，命令她穿着遮益全身的衣服，以

维护她的尊严不受贱踏，使她能移远窩那些卑鄙元耻的惡徒仂害，

避免因貪婪的目光而尋致的诱惑，使如女的人格受到尊重，尊严

和貞洁得到维护。

伊斯竺挙者伯一致从为，除去脫和戏手以外，妞女身体的其

它任何部分都不可暴露，在非至奈男子面前不皮露出收怖。刈于
是否允讠午露出脫和戏手的祠題，挙者伯有两神不同的视燕，每一

方都引經据典。美于遮蔽羞体为主命，説明羞体范围的证据很多，

戏方都以其中的一部分佐证自己的戏燕，并対不符合自己视，亞的

证据做出了多秤分析和解秤。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你亻［］向先知的妻子亻［］索取任何物品的时
候，成蚩在帷幕外索取，那対于你仞的心和她if]的心是更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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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罕章》： 53) 真主讽：｀｀先知啊！你成肖対你的妻子、你的

女丿L和信士1「]的妞女讠兑：她亻［］成肖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迏祥做

最容易使人讠人讠只她仞，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同盟罕章》： 59) 

又洸：｀｀你対信女亻fJ讠兑，叫她亻［］降低视紱，遮蔽下身，莫露出
首怖， 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亻［］用面紗遮住胸膛，莫露出首怖，

除非対她亻fJ的丈夫，或她亻「］的父奈，或她仞的丈夫的父奈，或她

仞的丿L子， 或她亻f]的丈夫的几子，或她亻［］的兄弟，或她ff]弟兄的

)L子，或她亻「」姐妹的丿L子，或她仞的女仆，或她1fJ 的奴婢，或元
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妞女之事的几童……＂（《光明章》： 31) 

圣iJII有：圣妻阿伊莎況：｀｀苗时，妞女亻［］跟隨主的使者鞏做晨

扎。扎拜一結束，她亻fJ就即刻窩升，她亻fJ用斗篷遮蓋着全身，在
黎明的黑暗中从不出彼此。＂《布哈里圣圳集： 578》《穆斯林圣圳集：
645>

她又悅： "~ 时我亻fJ和主的使者嚻在一起，为朝覲而受戒，

者有人从我亻fJ面前經述，我亻［］就将斗篷从染上拉下遮住胯，待他

亻fJ迥去以后，我亻「］再将脫露出米。＂《艾布·迏悟德圣洲集： 1562>
《艾哈辺德圣洲集： 22894>
她又説：＇｀祈求真主慈恫那些早期的迁士妞女亻fJ' 卦迏段經文

｀｀叫她亻f」用面紗遮住胸膛……＂（《光明章》： 31) 降示后，她亻「］立

即从自己的斗篷上扯下布将面部遮住。＂《布哈里圣洲集》
相失的证据非常多，尽管挙者伯在迏令祠題上存在不同意見，

但他亻「］一致从为，在看病等特殊情況下允讠午如女露出面容。挙者
亻［］也一致从为，在恐怕尋致诱惑时，不可露出面容，那些允讠午露
出面容的挙者伯也是送祥主張的。在今天迏令罪惡泛濫的时代，

対于诱惑和丑事的友生又垓是何等恐恨呢，元耻之徒充斥着市汤

和大街小巷，而虔滅畏主，品行端庄的好人却成了少數。
伊斯竺坯禁止妞女与元干的男子混朵，所有迏些都是为了维

护高貴的品德，家庭的和睦和高尚的人格。伊斯竺注重対于私欲

和诱惑的防范。如女外出，与男子混朵接蝕，暴露羞体，送些都
佘激友情欲，容易形成犯罪幼机，使妁女灶于危检之中。至高尤

上的真主讠兑：｀｀你亻fJ成肖安居于你1iJ的家中，不要炫露你亻fJ 的美而，
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妞女那祥。＂（《同盟平章》： 33) 又視：｀｀你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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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妻子if1索取任何物品的时候，成蚩在帷幕外索取，那対于

你if1的心和她ii1 的心是更清白的。＂（《同盟罕章》： 53) 
主的使者蕊严禁男女混朵，和所有尋致友生男女混朵的情況

出現，甚至在履行宗教功修的近程中和汤所內，也同祥禁止男女

混尕。
如果妞女因需要而必須要去有男子在汤的地方，如：她需奈自

期实生活必需品、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經商课生等必要

的情況。在遵守教律的前提下，迏祥做是元妨的，她座穿着符合

教律的遮蓋全身的服裝，不可晟露妝怖；必須与男子分玕，而不

是混朵在一灶。

维护家庭和睦和优美品德的伊斯竺教律坯規定：不可与尤千

的如女狸姓。主的使者蕊严历禁止在如女的丈夫或至奈不在汤的

情況下，与元千的如女单狸相灶。因为惡魔元时元刻不在尋找破

坏人性和道德的机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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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段和户丘的律列

月鉸出現的.:年玲和段期的时康

甲

l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出現月經的年齡从 12 步至 50 步之冏，

根据各人身体狀況和生活坏境的不同，也有可能提前或晚于以上

提到的年齡。
2一每次經期的时限：最短或最托的經期，均元固定的天數。

孕七的月蝕

多數如女在怀孕时月统就隨即停止。如果孕如在1個严前不久，

如两三天时有出血，并且伴有眸痛，迏就是严血。如距1個严时冏

絞K, 或在1個严前不久，但没有眸痛，那迏既不是严血也非月统。

IL· 帝的月鉸
反常的月經分为几秤：

弟一：统期延板或縮短，如：通常經期是六天，但延枚至七天；

或正常的經期是七天，但在六天时就提前結束了。

茱.::. : 钅恐期提前或錯后，如：通常月經在月末到米，却在月初
时就見到了统血；或通常月經在月初，但至月末才見經血。何时

見到經血，既为统期的升始，何时统血停止，既已洁凈，元沱經

期延枚述是縮短，也元讠令提前坯是措后。

弟.:. : 貲色或褐色的分泌物，如果有像亻分口分泌出的黃水祥的
末西，或介于黃黑之向的褐色分泌物出現在經期中，或与统期相

连出現在完全洁凈之前，那么它就是經血，仍执行月统的律例。
但在月經洁凈以后才出現的就不再厲于經血。

茅~=月經时有时元，如一天有一天停，迏秤情況分为两神：

1- 板期、元冏斷地出現。迏神厲于病血，皮执行病血的相美

律例。
2- 有时友生，迥后就完全洁凈了。如果經血中新的时冏少于

一天，不能算为洁凈，只有見到可以证明月經結束的迹象，如：在
其月經的末期笈生，或笈現了白色的分泌物。送秭白色的分泌物

是在月經結束时，子宮分泌出的一神液体。
弟五：没有血只見潮湿，如果送笈生在經期，或与經期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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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完全洁凈之前，那迏就是經血。如果在月經洁凈以后才出

現就不再是經血。

月伐的律列

一：札拜。月經中的如女禁止扎拜，元讠令是主命拜，坯是副功

拜，统期如女的扎拜是元效的。札拜対于她來悅，不再是被責成

的又各。但如果她在某番拜的时［司內能完整地札－拜时，就必須

完成迏番扎拜，元讠令是拜初时，述是末时。赴上初时的例子：某如

女在日落后米了月經，如果在拜时迸入以后和她的月經到米之［司
的迏段时阿里，她能完整地完成－拜，她就必多贝在月經結束以后

坯朴迏番昏札拜。赴上末时的例子：某如女在日出前月經結束了，

如果在月經結束和日出之 l、司的迏段时伺里，能移完整地札－拜，

她就皮苗坯朴迏番晨札拜。月經中的妞女可以念贊主调、记念真

主、在吃佽等事各前念｀｀以主的名又＂（台斯妳耶）、阅讠要教法、

圣iJII节籍，祈持、傾昕古竺统。月统屮的如女不出声音地默涙《古
竺經》是元妨的。比如将《古竺统》冊本或写有經文的木板放在

面前，心中默涼。月统中的如女最好不要出声诵课《古竺經》，只
有必須那祥做时才可以例外，比如她是一名教师，需要給挙生釘

教课，或是挙生需要參加口试等情況。

.::.. : 封崙。月统中的妞女不可以封崙，元讠令是主命崙，坯是副

功崙，她的斎戒是元效的。但她座消坯朴月經期［司所欠的主命崙。

如果在封崙时米了月經，她的崙戒即时元效，即使者时距日落只

有短暫的一瞬l、司。如果音时是主命崙戒，她座在日后坯朴。如果

在日落之前没棠统血的运幼，但直到日落后才流出，她苗天的崙

戒則是有效的。如果黎明时分她仍有月统，那么她封迏一天的崙
就是元效的，即使她在黎明到米的瞬 l、司后洁凈了。如果她在黎明

到米前洁凈了，并封了崙，她的斎戒是有效的，即使她在黎明之

后才做大凈。
..:. : 坏游天房。月經期 I、司的如女禁止坏游天房，元讠合是主命的

坏游坯是副功，她坏游天房是元效的。她可以完成正朝和副朝中
的其它功课，如：寨法－変尓沃两山 l、司的奔走、駐留阿拉友特、在
穆玆代利法和米那這夜、射石等。所以，假若一名妞女在坏游天
房时是洁淨的，在坏游結束之后，或在两山奔走期1可米了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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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妨的。

~=失于在清真寺中停留。禁止月經期冏的妞女在清真寺中逗

留。
五：性交。禁止丈夫与月經中的妻子性交，也不允讠午妻子順从

他迏祥做。除了性交外，可用其它的方式満足他的性欲，如：奈吻、
拥抱，以及在生殖器以外的部位迸行愛抗。

六：窩婚。禁止丈夫与月經中的妻子窩婚。如果他那祥做，就

是連抗了真主和他的使者蕊，干了罪。他座取消窩婚的決定，挽

留妻子，如決定窩婚，就待到她洁凈之后再与她窩婚。最好是等

她再一次月經并洁淨后，再做是否窩婚的決定。

-t- : 洗大凈。月统中的妞女在洁凈之后必殞洗大凈，清洗全身。

洗大凈时，不必将失友散玕，但若失友梳得很紫，惟恐水不能迏

到友根，則皮散玕失友清洗。如果月經中的如女在拜时內洁凈了，

她必須尽快做大凈，以便能按时札拜。如果她正在旅行中，没有
水，或恐怕将水用掉合帶來份害，或因病不能用水洗大凈，遇到

迏些情況，她可以做土凈代替大淨。對迏些困唯解除以后再用水

做大淨。

痞-~共狄律規文

病血是指妞女的板期不斷出血，或每月只有一两天的短暫消

失。另一秤讠兑法是，如女超述十五天的出血既为病血，少于十五
天就是月經。

病血中的如女有三秭情況：

第一#:在出現病血之前月經周期有規律。迏秤情況节以她之

前的經期时限为准，在迏段时 l、司里执行月經的律例。其它时［司則

厲于病血期，座执行病血的相美律例。

例如：某妞女原米的經期是六天，在每月的月初。后米，出現

了不［司新的病血，那么，她的經期就是每月月初的六天，其余日

子的出血为病血。在以往經期的那段时冏里，停止一切月經中的
如女不可迸行的功修。迏段时冏述去以后，皮洗大凈，扎拜，不

必理合病血的出現。

第::. #: 在出現病血之前月經周期元規律。如果一介女孩子从



曹顬是知沆歌糧 甲
第一次見到血的时候起就一直是病血的情況，她皮酋釆取辨別的

方法：如果是黑色的，或沐稠的血，就是經血，也可以通迥勺味

米辨別是否为經血。符合迏些特魚的既为經血，执行月统的律例。

否則就是病血，苗执行病血的律例。

例如：某妞女从第一次出血玕始，一直连维不斷。但是她能移

做出辨別，如：友現血有十天的时 l、司是黑色的，其余的日子里是紅

色的；或友現有十天的时冏血是旅稠的，剩下的日子里是稀薄的；

或笈棠血有十天时冏帶有經血的勺味，而在其余的日子里没有迏

神勺味。那么，她的經期根据以上所列的不同情況就是：血为黑色

的时期，或为派稠的时期，或有勺味的时期。除此以外出現的血

既为病血。

第三秤：没有規律性的月經周期作为借签，也元法迸行辨別。

者一介女孩子从第一次見到血的时候升始，病血就一直连練不斯。

并且血的形态单一，或絞为夏尕，元法确定为經血。迏秤情況」翌

采用大多數如女的月經周期，将她的經期定为每月六天或七天。

从她最初友現血的时候算起，具余日子里的出血既为病血。

病丘的敖律規定

除以下两項以外，病血中的妞女和洁淨的如女两者之［司没有

巨別：

第一：做每一次主命拜时洗一令小凈。

第.:=. : 做小凈之前，先将血迹洗凈，并在下身墊上棉布等物，

将血吸住，使其不污染別姓。

户-~共敖律規定

严血是在分娩的同时或其后出現的，或在分娩前两三天时伴

隨着眸痛出現。在四十天之內，何时严血停止既为洁凈。如果严

血的时岡超迥了四十天，那么，她皮在四十天這后做大凈，因为

迏是严血的最校时限，即使血仍未停止也罡。只有肖月經接连着

严血到來时，她座待月經洁凈，然后做大淨。只有分娩出具有人

的形态的胎丿L, 其血才能算为严血。假如生出的是一小玦元法辨

出人形的肉，迏就不是严血，而是普通的血液，她座苗执行病血



1孽苛是知沉臧毽 甲
的規定。胎丿L最早可以在怀孕升始后的八十天辨別出人形，大多

數情況是九十天。
有美严血的教律与月經的教律規定相同。

直 .J:. 月綬~遺孕

如女采取一些办法阻止月經的到米是允讠午的，只要能符合以

下两令糸件：

第一：不佘給她帶米亻釕害。

第::.. : 如果丈夫有所要求，座取得丈夫的同意。

至于采取一些方法促使月經到米，如果符合以下两介糸件的

话，也是允讠午的：

一：取得丈夫的同意。
::.. : 迏祥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主命功修，如：扎拜、封崙等。

使用避孕葯具分为两秤情況：

第一：持钅妻長期避孕效果，迏是不允讠午的。

第::.. : 暫时性的避孕，如：妞女多次怀孕，使得她不堪重負，

想计划每两年怀孕一次等奕似的情況。迏祥做是允讠午的，但要征

得丈夫的同意，而且不合給如女本人帶米亻分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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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穆圣侍记

先知蕊为圣之it~拉 .(it.A..的情況

~ 

苗时的偶像崇拜是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由于他亻［］偶像崇拜

的迷信与真理正教相去甚远，所以那段时期被杯作蒙昧时期。那

介时候，他亻i'J舍真主而崇拜的最著名的偶像是：拉特、歇扎、友

納特、胡柏勒。苗时述有部分阿拉伯人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和
拜火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堅守先知伊布拉欣的正教。

至于經济生活，卦时的游牧人完全依靠放牲畜维持生活，而

城縝中的人亻［］所依靠的則是秤植並和商並。在伊斯竺出現之前，

変加城就是阿拉伯半隔上最大的商並中心。另外，其它很多地匽

坯有絞为友迏的建筑並。在社合生活方面，苗时的社合中充斥着

欺侮和不又，弱小者的枚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活埋女嬰、犯罪、
以強凌弱，元限制的多妻，淫乩泛濫，部落［司能为任何一令微不

足道的原因而岌生争斗。
迏些就是伊斯竺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島的情況。

穆圣的身世

苗时，古萊氏人曾向先知迄的祖父阿布杜·蒙塔里布炫耀他

亻fJ 的富有和焱多子｝扣因此，阿布杜· 蒙塔里布讠午下誓愿，如果
真主賞賜他十介丿L子，他就宰汞他if」中的－人，向他亻［］所崇拜的

渚神軑牲。后米，他果真得到了十介丿L子，先知苓的父奈阿布杜

拉就是他亻「］中的一介。阿布杜·蒙塔里布采用抽签的办法在他的
几子中造抒要牾牲的対象，造中的正是阿布杜拉。翌阿布杜· 蒙
塔里布要履行他的誓言时，人亻「］紛紛劫阻他，他亻［］不愿送令做法
成为后人效仿的榜祥。最后，他亻f」一致同意以十峰貉舵为一单元
作为阿布杜拉的替代，在二者之［司抽签，若抽到阿布杜拉，就增
加貉骔的啟量，继维抽签，直到抽到貉駝为止，到那时，增加到
了多少峰貉駝就宰糸多少。結果，在第十次抽签时才抽到了貉駝，
苗时貉舵的數量已增加到了一百峰。他亻「］就宰糸了百峰貉舵作为

坯愿。
阿布杜拉是阿布杜· 蒙塔里布最疼愛的丿L子。在迏次事件以

后一直到他枚大成人，他的額阅晟出他人所不具有的光亮，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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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增加了父奈対他的完愛。阿布杜拉托大后，父奈为他挑造了－

位祖哈拉部族的姑娘为妻，她的名字叫阿米娜· 寅特·沃哈布。

婚后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阿米娜怀有三今月身孕时，阿布

杜拉跟陣商臥一起前往沙姆地巨，在回程的路上，他不幸染上了

疾病，只好留在変地那城，那里是他的舅父亻fJ所在的乃伽尓部族

生活的地方。不久，他去世了，被埋葬在那里。阿米娜度近了孕

期， 1個严时她并没有像其他如女那祥感到剧烈的疼痛。 3 月 12 日，
星期一的黎明时分，阿米娜严下了她的丿L子。那一年是公历 571

年，是历史上著名的象年。

象牟的故字

苗埃塞俄比亜囯王奈伽施派註也 l、1 的惡督艾布米哈· 哈柏施

看到阿拉伯人到変加的｀｀凱尓白"天房朝覲后，就在伊那修建了

一座大教堂，试囹使阿拉伯人将朝覲的地熹改換到那里。卡那乃

部族的一名男子昕到送令消息后，在夜岡迸入教堂用巽便污染了

它的墻壁。艾布米哈知道了送件事情后昇常愤怒，集結了拥有六

万人的厐大罕臥，出兵変加，企囹搗毀＇｀凱尓白"天房。他的罕

臥中有九失大象，他为自己挑造了其中最大的一失。苗艾布米哈

的罕臥 l佃近変加城时，他已做好了迸攻的准各，但貉骔却卧在地

上不肯向｀｀凱尓白"天房的方向行迸。若向其它方向驱赴它，它

就佘疾行，但命它向｀｀凱尓白＂前迸时，它就卧在地上一劫不劫。
正在迏介时候，真主派遣了焱多的弋舄用熹着地獄之火的黏土石

打由他亻f], 使他亻［］変成了像被吃剩的材吋－祥。酋时，每－只弋

舄都帶着三顆像埃及豆大小的黏土石，嘴上銜着一顆，戏爪各抓

一顆，被市中者的肢体尤不裂碎死亡。他伯慌忙逃窋，但紛紛雍
倒在路上。艾布米哈也染上了頑疾，指尖脱落，坯没回到薪那，

就已經病弱不堪，最終一命嗚呼。卉时，変加的古萊氏人都躲到

山谷里，害怕艾布米哈罕臥的攻市。對他的罕臥遭受到打市之后，

古萊氏人又平安地返回了自己的家园。迏令事件友生在先知起出

生前五十天。

哺乳相知

自先知出生之后，他的叔父阿布·萊海布的女奴赤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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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哺乳，她在此之前曾經哺乳、抗莽先知的叔父韩姆宰·本·阿

布杜· 蒙塔里布，因此韩姆宰是先知的乳奈兄弟。

按照阿拉伯人苗时的刁俗，他亻I]都合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多下，

因为那里的坏境佘使他亻「］的身体友育得更加健牡。在穆圣臨出生

的那段时阅，正好有护阿德部落的一些人为了領莽嬰几担任乳母

从多下米到変加城，他亻「］中的如女挨家挨户地尋访，但都因穆罕

默德萍是貧夯的孤几而拒絶收莽他。哈利変．茫阿迪耶就是那些

如女中的一介，最初她也像其他如女一祥，拒絶收葬先知$, 她

尋访了大多敖家庭以后，都没有找到她可以帶回的嬰几，她代人

抗莽嬰几以荻取扳酬朴貼生活的目的没能迏到，而者时正值干旱

的荒年。經這考）惡后又回到阿米娜家，同意以微薄的扳酬抗莽迏

令孤几。哈利変是和丈夫一起乘着 9失瘦弱的、行走緩慢的母射

米到変加的。在回程的路上，哈利友在期年里为主的使者臨哺乳，

母护変得弋快地行走，其它的骑乘都被摔在了它的后面，同行的

人亻「］都感到非常奇怪。
据哈利変讠兑，她的两令乳房已經没有奶水，她自己的孩子忌

因特別凱娥血哭泣不止。但芍她哺喂先知羋时，两令乳房的奶水

却変得十分充足。护阿德部族生活的地方千早少雨，但在迏里哺

乳迏介嬰几后，迏令地方的草木生*· 牲畜肥牡，情況得到了沏
底地改変，从貧困鈴为富足。先知穆罕默德琴在候菜斐的精心照

料下生活了两年，她深深地感堂到迏令孩子的情況不同昇常。两

年迥后，哈利変帶着他回到了斐加他的母奈和祖父那里，从先知

苓那里看到很多吉灰迹象的哈利友，一再恩求阿米娜同意讠上先知

蕊再跟她生活一段时冏，阿米娜同意了她的清求。就迏祥，哈利

変又兴高采烈地帶着迏令孤几回到了芽阿德部落。

剖胸爭件

在先知穆罕默德羋将近四步的一天，他和他的乳兄弟 候

萊変的几子 在高帳篷很远的地方一起玩耍。忽然，哈利斐竹

几子慌忙地跑米找他的姆媯，晁出很害怕的祥子，要奶奶赴紫去

看看他的古萊氏兄弟。她祠几子事情的緣由，他況：｀｀我看到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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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白衣的男子将他帶走，把他放倒在地，然后将他的胸剖玕了。"

没等几子将事情讲完，哈利変就急忙向穆罕默德羋所在的地方跑

去。看到他站在那里一劫不幼，验色蜻黃，心疼地何他友生了什

么事，他讠兑他一切都好。并告泝她，有两介身穿白衣的男子曾将

他帶走，将他的胸部剖升，拿出心肌，将上面的一玦黑色的血玦

取下扔掉，然后用冷水清洗心肥，又放回胸腔，然后在他的胸前

摸擦，接着就窩去消失了。哈利斐试着在剖胸笈生的地方尋找，

但并未友現任何痕迹，她帶着穆罕默德回到了帳篷。第二天清晨，

哈利変就帶着穆罕默德琴回到変加城他的母米那里。刈于极力挽

留迏令孩子的哈利変提前将他送了回米，阿米娜感到很奇怪，在

她的再三追同下，哈利変向她讲述了剖胸事件的經這。

阿米娜帯着幼年的穆圣鷗去支地那的乃伽尓部族探望他的舅

父亻［］。在那里留住了一段时飼，在返回友加时，在－姓叫做｀｀艾

布瓦"的地方，阿米娜去世了，并埋葬在那里。就送祥，穆圣己

在他四步的时候又失去了母奈。他的祖父阿布杜· 蒙塔里布就担

起抗葬照顾他的又各，他十分疼愛迏仝f小子。在先知巴六步的时

候，祖父阿布杜· 蒙塔里布也去世了。先知臨的叔父艾布· 塔里

布不顾自己子女焱多，經济拮据，毅然担負起抗莽和協护他的責

任，他和妻子将穆圣视作奈生骨肉。从此，送令孤几和他的叔父
的美系就非常米密。在送秤坏境卜＼他升始了人生的第一令阶段，

他伴着忠滅可信的美德長大，甚至人亻f]将此作为了他的綽弓。如

果有人況｀＇艾敏"或｀｀撒地格" (意为：忠減可信者）米了，人亻fJ

就知道那是穆罕默德臨。

他別團步入青年，就升始堂试着自立生活。他升始工作讠某生，

为一些古萊氏人放羊，以換取一些扳酬。

后來，他加入了前往沙姆地巨的商旅，女富商海蒂婕．賽特．胡

外利德投入了大量的咨金，先知邑在那次旅行中代她經菅，她的

童仆変芽拉作为監管。以主的使者邑的吉仄和他的滅信，在迏次

生意中为海蒂婕荻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她向変茫拉洵祠荻得迏

祥巨大利洞的原因，他悅，判时的交易都是由穆罕默德· 本· 阿

布杜拉邑負責，人亻fJ都非常喜砍和他交易，迏巨大的收益是合法

的收入。海蒂婕非常留心地昕変护拉的讲述，她対穆罕默德．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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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杜拉臨曾有一些了解，迏些事情更增加了対他的愛慕。她是一

位遺孀，現在她又要做一介新的堂试：依靠丈夫生活，他就是穆

罕默德· 本·阿布杜拉臨。她清了一位女性奈厲出面以试探穆罕

默德泣対迏件事情的反座，卦时先知臨已年淌二十五步，苗迏位

奈屑向他提起迏fl奈事的时候，他欣然同意。就迏祥，两人幸福

地結合了。以后，穆圣苓升始經菅管理海蒂婕的生意，并且证实

了他的能力。海蒂婕婚后怀孕、生育没有［司新，她生下了几介女

几：宰乃布、魯蓋耶、温目·庠勒赤姆、法圏変；男孩子有：伽
斯目和阿布杜拉，但迏两令男孩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拉·史启示

在穆圣鸊接近四十步的时候，經常到変加附近的希拉山洞，

在那里狸自一人度這几屐夜。在他四十步那年萊変丹月的二十一

日夜里，他正在希拉山洞中，杰布利勒天使出現在他的面前，対

他讠兑：｀｀你讠妻。＂他讠兑：｀｀我不合讠菜＂就迏祥杰布利勒天使重隻了

第二次、第三次，先知琴都是迏祥回答他。第三次时，他讠兑：＇｀你

寂肖奉你的包」造主的名乂宣涙，他曾用血玦刨造人。你庶蚩宣漯，

你的主是最尊严的，教人用黽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

的京西。＂（《血玦章》： 1-5) 況完后杰布利勒天使就窩去了。主

的使者琴也元法再呆在希拉山洞里，他恐俱地回到家，米到海蒂

婕那里，悅：｀＇快給我藎上被子，快給我益上被子。＂被子給他蒞

好了，恐俱也逐漸消失。之后，他向海蒂婕讲述了友生的一切，

并流：｀｀我害怕自己受到亻釕害。＂海蒂婕対他況：｀｀絶不合，以真主

岌誓，你接维近米骨肉，抗葬孤几，接济夯人，善待寰客牾助弱

者，真主絶不合讠上你受辱的。＂几天后，先知芊又回到希拉山洞，

在萊変丹月余下的日子里继维在那里敬拜真主。萊変丹月結束后，

他窩升山洞返回変加，芍走到山谷中央的时候，杰布利勒天使又

來到他的跟前，他坐在与天地同高的大椅子上。接着，降示了迏
段經文：｀｀蓋被的人啊！你磁肖起釆，你戍肖警告；你成蚩頌拯你

的主宰，你成肖洗淥你的衣服，你寂肖远漓污移。＂（《蓋被的人》：

1 一5) 从此，真主的启示就玕始不新降示。
對先知苓升始亻耜迏真理时，他尊貴的妻子首先接受了正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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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作证真主的抽一，作证她的丈夫穆罕默德蕊是真主的使者。

成为第一介皈信的人。先知蕊为了扳答叔父艾布·塔里布继母余
和祖父之后的莽育之恩，牾助他抗莽教育自己的堂弟阿里。阿里

的心胸在迏秤坏境下为真理而敞升，也皈信了真理。在他亻［］之后

皈信的是海蒂婕的仆人栽德·本·哈雷寨。主的使者娑又将真理

伟迏給他的密友艾布·拜克尓，他亳不犹豫地皈信了。

就迏祥，先知泣继维秘密地宣教。所渭｀｀秘密"的意思，是

指他和追隨者以及通近劫化而接受真理的皈信者亻［］聚合的地意是

秘密的。有很多人皈信了先知蕊的使命，但是他亻［］都将信仰隠藏

起米。如果他亻［］中任何一介人公升自己的信仰，就佘受到否从真

理的人亻［］最严历的刑罰，以使他亻［］脱窩伊斯竺正道。

公并·宣敖

者主的使者泣秘密宣教三年之后，真主降示了送段經文：｀｀你

成蚩公升宣布你所奉的命令，而且避升以物配主者。＂（《石谷章》：

94) 就在那一天，先知翠登上寨法山召喚古菜氏人，很多人聚集

到他的跟前，其中有他的叔父艾布· 萊亥布，他就是古萊氏人中

最故视真主和使者的人。消人亻［］集合以后，先知臨況道：｀｀如果我

告泝你亻「］，在送座山后有故人伺机迸攻你亻fJ, 你亻［］是否相信我

呢？＂人亻「］況：｀｀你在我亻「］看米就是滅实守信的。＂他讽：｀｀我确是

即将米1伷你亻「］的惡罰的警告者。＂陡后，先知臨劫他亻「］皈信袖一的

真主，放弃迷课的偶像崇拜。迏时，艾布·萊亥布暴跳如雷地从

人群中站出米，況：｀｀你垓死啊！你将我亻「］召集米就是为了迏些

喝？＂此后，真主下降了迏段經文：｀｀愿艾布·萊亥布的两手受1夯！

他必定受1夯，他的财严，和他所荻得的，将元裨于他，他将入有
焰的烈火，他那担柴的妻子，也将入烈火，她的頭上系着一糸堅

实的绳子。＂（《火焰章》： 1一5)

先知蕊继緤亻耜迏真理，玕始在人亻［］聚集的地方公玕宣教，叻

尋他亻fJ加入伊斯竺正道。公升在｀｀凱尓白＂天房做扎拜。但否从

真理的人亻「］更加重了刈穆斯林的迫害，如亜希尓、赤変耶和他亻［］

的丿 L子阿易尓所遭遇的，夫妻两人都因酷刑而殉教，赤変耶成为
伊斯竺历史上第一位殉教的妞女。坯有比倆里·本·竺巴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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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施受到舄変耶·本·亥萊夫和艾布·杰赫勒的迫害，比倆里是

通近艾布·拜克尓加入伊斯竺的，者他的主人得知迏件事情之后，

用尽了所有殃酷的刑問以使他放弃伊斯竺，但他拒絶了，咯定地

保持着他的信仰。烏変耶将他用绳索捆綁着帶到支加城外，将他

放倒在灼熱的沙地上，并在他的胸部上面圧上一決大石~'舄変

耶和他的手下坯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但比倆里始終在重夏着一

句话｀｀狸一的主，狹一的主。＂正在迏时，艾布·拜克尓从迏里經

迥，看到了迏令情景，就从舄変耶手中把比倆里实迥米，作他成

为自由人。签于芸时穆斯林所受的迫害，主的使者泣禁止信士伯

公玕他亻「］的信仰是一項明智之举。苗时他亻f]秘密地聚合，假若他

公玕地与他亻［］聚合的话，那些否从真理的人亻「］必然佘没法将他亻［］

分升。而迏很有可能尋致戏方友生沖突，很明晁，以穆斯林岂时

的人數和实力，如果友生沖突，必合受到毀天性的捩失。所以在

者时那神情況下，秘密宜教是明智之举。至于主的使者岑本人，

則在否从真理的人亻［］面前公玕的宣教和完成拜主的功修，即使否

从真理的古萊氏人対他施加了秤神迫害。

迁徙利埃寨鋮比丑

古萊氏的多神教徒亻「］继维対公升信仰的穆斯林迸行迫害，特
別是他亻「］中弱小群体，很多穆斯林已經玕始対自己和家厲的安全

深感不安。签于迏神情況，主的使者羋要求他亻「］为了自己的宗教

而迁徙到埃塞俄比亜奈伽施围王的練地，他能移保证他亻「］的安仝。
迏次迁徙友生在先知接受启示后的第五年。迏次迁徙的穆斯林和

他亻f]的家厲将近七十人，歇斯曼·本·阿帆和他的妻子一一外先知

蕊的女丿L一＿－魯蓋耶也在其中。古萊氏人曾没法阻搓他亻「］在埃塞

俄比亜柱留，他亻［］給囷王贈送了很多札物，清求他将那些逃跑的

穆斯林交坯給他亻［］。并対他讽，穆斯林辱驾先知尓芽和他的母奈。

苗奈伽施囯土向穆斯林洵祠迏件事情的时候，他亻「］为他圍明了伊
斯竺対先知尓护的态度，为他解明了真相。就送祥，他继緤保护
穆斯林，拒絶将他亻［］交給古萊氏人。在同年的萊変丹月，先知苓

米到天房禁地，那里聚集着很多古萊氏人，他突然站在他亻［］對中
诵涙起《古竺經》中的《星宿章》，那些多神教徒亻「］从未昕到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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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言语，因为他亻fJ対主的使者詬的言调一貫是不昕不閣的。但

迏段劫人心魄的、米自真主的言语突然伟到他亻fJ的耳朵里的时候，

每令人都在側耳恭昕，顾不上其它任何事情。直到先知蕊念到迏

段經文｀｀你if] 肖为真主叩!k, 肖崇拜他＂（《星宿章》： 62) 时，
先知蕊俯身叩!k, 人亻「］也元法自持，紛紛叩下失去。之后，女人

紛紛指責蚩时跟隨先知叩失的多神教徒亻fJ' 面対迏神窘境，他亻fJ
誣陷主的使者，讽他曾褒拐他亻fJ的偶像，坯悅，迏些偶像有望給

人讲情。他亻「］以迏祥的你天大讠荒为他亻「」曾經的叩失玕脱。

歐~~ 的飯信

歇変尓·本·罕塔布（愿主喜悅他）的皈信是対穆斯林困体

的援助。主的使者蕊将他杯作｀｀法魯格＂（明辨者），因为真主使

他明辨真理和璆课。歇変尓皈信几天后，対主的使者孟讽：｀｀主的

使者啊，我亻「］不是拥有真理嗎？＂先知蕊回答讽：｀｀是啊。＂他又

悅：＂那我亻「］为什么坯要秘密、隠蔽呢？＂主的使者蕊遂把在汤的

焱穆斯林分为两臥，一臥以罕目栽·本·阿布杜·蒙塔里布为首，
另一臥以歇変尓·本· 罕塔布为首，走到変加城的大街小巷，展
示了強有力的宣教結果，宣告公玕宣教时期的玕始。

古萊氏人使用各神手段与伊斯竺宜亻耜迸行斗争：酷刑折磨，

施加迫害，恐吁威愷，欺騙造讠器等等。但是，所有迏些更加堅定
了信士亻fJ的信仰和增加穆斯林的人數。他亻［］又想出另外一介办法，
就是签署扔定，由各部落签字后愨挂在天房內。仂定的基本內容，
就是斯絶与穆斯林和哈希姆家族的所有往米。不与他亻「］迸行实实
交易，不与他亻「］通婚，不与他亻fJ合作和交往。穆斯林亻［］被迫萬升
了変加，米到変加附近一灶叫做｀｀艾布·塔里布＂的山谷落朐。
在那里穆斯林忍釩挨娥，铇亻堂了X艮唯困苦。他亻「]~中的富有者将
他亻「］大部分的财严都貢畝了出米，海蒂婕（愿主喜悅她）就烫軑

她全部的财严。穆斯林中疾病流行，很多人面1個生命危检。但是，
他亻fJ堅忍着，没有一介人退縮。迏祥的封縯制裁持维了三年时冏。
后米，古萊氏的上屋人物中一些和哈希姆家族有奈緣美系的人提

出度除仂定，并蚩焱宜布。者他亻fJ从天房內将仂定取出时，友現
除了写有｀｀主啊，以你的名叉＂的一角以外，其它都早已被白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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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掉。困唯时期迥去了，穆斯林和哈希姆家族的人亻「］又返回了変

加，但是，古萊氏人与穆斯林的斗争并未結束。

忧.ft 之年

艾布·塔里布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你留之际时，主的使者
蕊米到他的身辺，希望他在l佃終前能念诵｀｀除真主外，絶元皮受

崇拜者＂。但是，他的那些以艾布·杰赫勒为首的悪友极丿」阻止他，

并悅，你不可放弃你的祖先的宗教。就迏祥，他死于以物配主。

先知蕊失去了他，并因他最終没能皈信而倍感忧亻釕。艾布·塔里

布去世约两令月后，海蒂婕（愿主喜悅她）也臼真了，主的使者

蕊非常唯逍。在艾布·塔里布和海蒂婕去世以后，古萊氏人X寸于

先知蕊的迫害就更加肆元忌悼了。

使者前往塔依夫：古萊氏人继緤対穆斯林实施暴虐圧制和迫

害，主的使者嚻対于古萊氏人的改善失去了信心，他想到了塔依

夫，但愿真主引尋那里的人亻「］走上正道。前往塔依夫的旅程并不
是經而易举的，那里被群山坏统，道路險峻，但是为了主道，一
切困唯都微不足道。但塔依夫人用最悲劣的方式回絶了主的使者

蕊的幼尋，并令頑童用石失砸他，先知咢的戏脾胛跟都被砸出了

鮮血。元奈他只好举步为X艮、忧亻分地返回変加。杰布利勒天使和

管理山岳的天使米到他的跟前，杰布利勒天使対他況道：｀｀真主己

为你派遣了管理山岳的天使，你可以向他友出命令。＂管理山岳的
天使讠兑：｀｀穆罕默德啊，如果你命令我将围统変加的两山合挑，我

定佘遵命执行的。＂但主的使者苓流：｀｀可我企盼真主使他亻「］的后

裔中出現拜主狸一，不以物配主的人亻fJ 。"
月亮破裂

多神教徒亻［］在与主的使者苓的詭辯中，为了为唯他，多次要

求先知霎为他亻［］晁示昇迹。一次，他亻［］要求先知臨将月亮分成两

半，于是他向真主祈求，使古萊氏的多神教徒亻［］看到了月亮被一

分为二的景象，并且持维了很枚时伺。但是他亻fJ不相信，并讠兑：｀｀穆
罕默德用妖木欺犏了我1fJ 。＂其中一介男子悅道：｀｀如果他対你 ff]

使用了妖木，但他絶不能移用妖木欺犏所有人。＂于是，他亻［］等待

远方旅行者的到米，旅行者終于米了，古萊氐人洵祠他亻f]' 他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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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讽：｀｀是的，我亻「］也看到了。＂但古萊氏人就迏件事就迏件事

仍执迷不悟。
友行和癸·會

先知迄的塔依夫之行所友生的一切，叔父艾布·塔里布和海

蒂婕（愿主喜悅她）的相继去世，再加上古萊氏人的迫害愈演愈

烈，所有迏些忧愁都同时夹尕在主的使者蕊的心中。就在迏令时

候，真主給予了迏位尊貴的先知慰籍。在先知蕊接受启示第十年

萊杰布月的二十七日夜里，杰布利勒天使乘着拥有戏翅，行如闪

屯的天与，米到了正在睡堂的先知鞏跟前。他讠上先知泣乘上天与，

然后帶他弋到了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城，乂从那里升上天空。

在那一天夜里，他奈眼見到了真主的讠午多迹象，在七屄天之上每
日的五番拜被定为主命。同一天晚上，先知蕊心情舒暢、信心十

足地返回了変加。早上，他米到了｀｀凱尓白＂天房，将昨夜友生
的事情讲述給人亻「］。否从真理的人亻［］昕到送些以后，更加重了他

亻fJ対先知蕊的否从和嘲笑。有些人为了为唯先知蕊而要求他为他

亻「］描述耶路撒冷的情況，他就洋细地描述給他亻「］。迏些坯不移，

多神教徒亻「］又讠兑：｀｀我亻「］坯需要其它证据。＂先知苓又告泝他亻「]:
｀｀我在路上看到了一支舵臥正向変加的方向前迸。＂并且描述了骔

臥的情況，以及貉舵的數量和将要到迏的时冏。先知臨的送些话

都被事实验证了，但是否从真理的人亻［］仍 I日执迷不悟。在夜行与

登宵之夜的第二天清晨，杰布利勒天使又來到主的使者蕊那里，

教授他五番扎拜的形式和时冏。在迏之前的拜功，只在早晚各扎

两拜。
那段时岡里，在変加的古萊氏人使對地人远窩真理的情況下，

先知远将宣教的重，屯特向了來変加的外地人。与他亻「］在途中和註

地佘晤，将伊斯竺呈現給他亻fJ' 为他亻fJ讲解教叉。芸时，他的叔
父艾布·萊亥布统常跟在他的后面告減人亻［］不要相信他和他的説

教。一次，从変地那米了一些人，在傾昕了先知蕊的劫化后，一

致決定皈信伊斯竺，跟隨先知蕊。変地那人曾昕者地的犹太人讽，

一位先知的出現已經1個近了。者他亻「］昕到先知蕊的宣教以后，确

定了迏就是犹太人所讽的先知，所以他亻「］很快地皈信了。他亻「］述
互相告減：｀｀不要辻犹太人掩在你亻［］的前面。＂苗时是六令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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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又有十二名男子从変地那米，主的使者蕊与他亻「］合晤，教

授他1「]伊斯竺的知讠只。者他{f]返回変地那时，先知蕊派遣了穆赤

阿布·本·歇変伊尓与他亻「」同行，去那里教授人亻「」《古竺經》和

教律。穰亦阿布·本·歌変伊尓影咱了変地那的社令，蚩他一年

后返回安加时，跟陣他前米的変地那人迏到了七十二名男子和两

名如女。他亻fJ与先知鞏立下援助他的宗教、服从他的命令的誓约。
然后返回変地那。

訢的·宣成根搗乩

安地那成为接納真理和追求真理者的平安之地，穆斯林亻「］紛

紛迁徙到那里。但古萊氏人決意阻侥穆斯林的迁徙，迏使得一些

迁徙的稿斯林遭遇了各神迫害。卦时，穆斯林因为害怕受到古萊
氏多神教徒的亻夯害，而不得不秘密地迁徙。而砍支尓·本·罕塔

布的迁徙却足以晁示出他的勇敢和挑战精神，他者时佩上釗，帶

上弓，米到天房坏游，然后走到多神教徒中 l、司，対他亻「」讽道：｀｀谁
想辻妻子成为寡妞，或辻孩子成为孤丿L, 就叫他跟我米，我現在
要迁徙。＂他讽完就走，没有一介人敢上前阻止他。

艾布·拜克尓曾就迁徙的事情清示先知蕊，先知詬対他讽：

｀｀你不要着急，真主可能合給你安置一介伙伴。＂就迏祥，直到大
部分穆斯林都迁徙到了変地那。古萊氏人看到迏一切以后非常勺

摘，他亻fJ害怕穆罕默德的力量得以牡大，他的宣亻夸荻得成功。因
此，他亻「」經述商讠又決定要汞害主的使者蕊，艾布·杰赫勒悅：＂我

提汶，每一介家族出一名青年，然后包围住穆罕默德，用釗同时
将他汞死。迏祥，每一介家族都參与了迏件事，哈希姆家族元力
与所有的家族対抗。＂真主将他亻「」的谁计默示給了他尊貴的使者

蕊，他与艾布·拜克尓商定了迁徙的事宜。夜里，先知蕊社：阿

里·本·艾布·塔里布睡在自己的床上，以使古萊氏人从为他仍
在家中，并告知阿里，他絶不佘受到仿害。执行课糸任各的人包
围了先知蕊的住宅，看到躺在床上的阿里，课从为是先知蕊本人，

就在外面等着，准各在他出門时将他糸害。但真主拿走了他亻［］的

视堂，主的使者孟从被他亻「］困困包围的家中出米，并将土撒在他

亻「］的夫上，他亻fJ却没有任何知堂。然后，先知蕊找到艾布·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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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在他佣一起走了大约五英里左右的路程，隠蔽在｀｀扭尓＂山

洞里之后。而古萊氏人的糸手却述在原地守候，直到清晨，阿里

从主的使者革的床上起身，被伺机守候的人亻［］抓住，洵祠他主的

使者苓的去向，阿里没有告泝他亻fJ任何消息。他亻「］拷打他、威逼
利诱，但毫元結果。接着，古萊氏人四灶専找先知嚻，能捉拿住

他的人，元讠它生死，都将荻得一直峰貉舵的奖助。追捕的人們甚

至到了先知翠和艾布·拜克尓隠蔽的山洞洞口，只要他亻［］有人低

失看一下自己的戏腮就佘友現他倆。艾布· 拜克尓非常担心先知

娑的安危，先知嚻対他洸道：｀｀艾布·拜克尓，你明白两人在一

起时，真主就是第三者的意又喝？不要担心，真主与我亻fJ 同在。"
追捕的人亻［］最終也没有友現他倆。他倆在山洞中呆了三天，然后
起程前往変地那。加上烈日炎炎的勺候，那是相苗逼远的路程。
第二天晚上，他亻两經述一令帳篷，見到一位叫温目·穆阿比德的

妞女，他倆向她索取食物和佽料，但她身辺除了－只衰弱得元力

前去牧汤的羊以外没有任何糸西，迏只羊弱得连一滴奶也没有。

主的使者臨走到它跟前，用手抗摸它的乳房，然后玕始拚奶，直

到裝満了一令很大的容器。温目·穆阿比德掠昇地望着眼前及生

的一切。每令人都铇伙了一颜，然后先知哆乂第二次拚満了容器，

将它留給了温目·穆阿比德，然后继维赴路。此时，変地那的人
亻［］都在急切地等候着先知多的到米，他亻［］每天都要到友地那城外

守候。先知蕊到迏友地那的那天，人亻n兴高采烈，夹道砍迎。他

在斐地那近郊稔为｀｀古巴"的地方註留了四天，期向建造了伊斯

竺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一古巴清真寺。第五大时，先知岑迸入

了変地那城，苗地的鋪士伯拉着他骑乘的貉舵的壇绳，争先恐后

地要款待先知娑。先知臨感谢他亻「］的盛情，対他亻［］讠兑：｀｀你亻fJ放

玕貉舵，它是昕受命令的。＂苗貉舵走到真主命令它的位置之后，

就卧在地上。先知邸并没有与k从貉駝上下米，而是等貉骔再一

次起身，盎旋了几步后，又回到了原米的位置上，再一次卧在地
上后，才从骔背上下米。迏介位置就是圣寺的所在地。先知臨住

在了艾布· 艾尤布·安菸蕾的家中。至于阿里· 本· 艾布·塔里

布，在先知窩玕后，又在変加停留了三天，在迏一期冏把人亻［］信

托先知保管的物品一一肛坯原主，然后起程前往変地那，在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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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赴上了先知蕊和艾布拜克尓。

先知孟在~~耶

主的使者蕊从主人的手中实下了貉骔停卧的那玦地方，在那

几建造了清真寺。又将（从変加迁徙而米的）迁士和（変地那逍

地的）鋪士戏戏結为兄弟，使每一位鋪士都有一位迁士的兄弟，

与他共同分享财严。就迏祥，迁士伯和輔士伯共同生活、工作，
迸一步增迸了他1「]之 l、司的兄弟情意。

蚩时的古萊氏人与変地那的犹太人互相勾結，试圏分化瓦解

穆斯林困体，古萊氏人坯不新地做出要将穆斯林消天的威肋。穆

斯林存在于內外夹市的困境中，甚至睡裳的时候也要帶上武器。

在迏秤危險的情況下，真主下降了启示，允讠午穆斯林与故人做战。

主的使者蕊派遣了倓察兵打探故人的劫向，摸清他亻「］商臥的情況，

以給予他亻fJ打市，使他亻「］感到穆斯林的力量，最終迏到能侈自由

宣亻夸伊斯竺正道的目的。除此之外，坯与其它部族签讠「了糸约。

令镱佘大战

先知蕊決定堵截古萊氏人的一支商臥，他只帶領了三百一十

三名男子、两匹与和七十峰貉骔，而由艾布·赤夫拐帶領的商臥

却有一千失貉駝和四十名男子。但亦夫拐友棠了穆斯林的劫机，

遂派人赴回変加扳信，清求救援。并且改変了路紱，致使穆斯林
没能守候到他亻「］。而就在迏时，古萊氏人組成的一千人的大罕已
經高升了変加，艾布·赤夫拐派出的另一名信使告知他亻［］商臥已

统平安脱检了，要求大罕返回変加。但艾布·杰赫勒拒絶撤退，

继维帶領罕臥前往白德尓。者主的使者蕊得知古萊氏人出征的消

息后，与圣n弟子伯迸行商汶，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迎战多神教徒，
与他亻fJ廝汞。在迁徙后第二年萊変丹月的十七日，星期五的早晨，
戏方展升了激战，迏汤战斗最終以穆斯林胜利而告終，有十四名

穆斯林在战斗中牾牲。多神教徒，死了七十人，另有七十人被俘。
就在迏次战役的同时，先知蕊的女丿L一一·歇斯曼·本·阿帆的妻

子一—魯益耶肛真了。先知蕊曾命令他的丈夫留在変地那守候她，

因而他没有參加迏次战役。战役后，主的使者孟又将自己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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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女几温目·庠勒赤姆讠午配給了歇斯曼，由于他先后娶了先知孟

的两位女几为妻，所以被杯作｀｀拥有两道光亮的人＂。

白德尓大战結束以后，穆斯林亻「］因真主的援助而兴高釆烈地

帶着俘虜和战利品回到変地那。那些俘房中有人为自己賅取了自
由，有的人被元糸件秤放，坯有人賅取自由的代价是教授十介穆
斯林孩子埃节和写字。

伍侯塢成役

白德尓大战后，穆斯林和斐加的多神教徒之伺又友生了多次

战斗。其中的第二次战役，就是穆斯林因連反先知孟的命令和部

署而慘遭失敗的伍侯德战役。迏次战役中，変加的罕臥由三千人

組成，而穆斯林的人數是七百人左右。在迏次战役以后，一些犹
太人找到古萊氏人，鼓劫他亻「］讠寸伐生活在変地那的種斯林，并讠午

语援助他亻「」。変加人接受了他亻「」的意見，犹太人又四灶鼓劫其它
部族，他亻「］也昕信了他亻fJ的逸言。多神教徒亻fJ从四面八方攻向変

地那城，人數迏到了一万人。先知蕊了解到他亻fJ的行幼，与圣仃

弟子亻［］商讠又対策，賽勒曼·法尓希建讠又在変地那城周围没有山岳
坏统的地方挖壕洵。穆斯林大焱的參与使得迏項工作很快就完成

了。多神教徒亻「］在変地那城外停留了将近一今月的时冏，始終元

法跃近壕洶。此后，至尊的真主用狂风袈市了他亻「］，吹走了他亻fJ
的帳篷，他亻「］全都恐慎地返回了自己的家多。

光夏=k_:IJO

迁徙后的第八年，主的使者起決意光夏変加。萊変丹月十另，

先知蕊帶領一万人的大罕迸入変加城，変加人投降，穆斯林兒着

真主的援助不战而胜。先知蕊米到禁寺，坏特了天房，并在｀｀凱

尓白＂天房內札了两拜，然后将天房內部和屋璜上捏放的偶像全

部砸碎。然后，先知蕊站在天房的大口灶，古萊氏人排列在禁寺

中等待先知蕊対他亻「］的姓置，先知蕊対他亻［］説道：｀｀古萊氏的民

焱啊，你亻fJ棠得我佘怎祥灶置你亻「］呢？＂他亻fJ悅：｀｀一定是好的結

果。你是我亻fJ尊貴的兄弟，出自尊貴的家族。＂先知蕊悅：｀｀你亻fJ
高去吧，你亻f」已經自由了。＂主的使者运做出了寬恕故人的最伟大



亨瑁是知沉氰矚 中
的例证，那些人曾迫害、汞戮他的同伴，伪害他，又将他逐出家

多。在変加光夏之后，人亻「］紛紛加入真主的宗教。在迁徙后第十

年，主的使者臨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朝覲，苗时隨同他朝覲

的穆斯林超逍了十万人。先知詬朝覲，又返回了変地那。

各地访何困及致送各囯王的节信：

先知的事迹公玕了，他的使命伟播到各地，于是各地的访 l司

困出使変地那，公升宣布他1fJY3信伊斯竺。

先知也升始与各囯王公交換节信，呼吁他亻「］接受伊斯竺。有

些王公回座并且接受伊斯竺；有些給了美好的回答，并且贈送了
扎物，但是没有臼信伊斯竺；坯有一些王公为之感到愤怒，撕毀

米信，如波斯主就撕碎了真主使者的节信，先知祈棒讠兑：｀｀主啊！
求你撕毀他的王囯。＂没述多久，波斯王的丿L子糸父反叛，守得王

位；埃及的囯王与告革斯并未臼信伊斯竺，但他扎遇先知的使者，

并贈扎給先知；夢与的凱撒也婉特的回夏了先知，扎遇了先知的

使者，并贈扎給先知；巴林的王公孟济尓·本．护维在收到先知

的节信后，向巴林的民焱宣涙节信，于是有些人Y3信了伊斯竺，
坯有人拒絶不信。

先知鄒桓真

自朝覲Y3米约两令半月后，先知蕊患病，并且病情越米越严

重。對他元力帶領大家札拜的时候，任命艾布·拜克尓領拜。在

伊历 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先知泣臼真，享年六十三步。卦

先知臨 Y3真的消息亻耜到圣n弟子if]那里的时候，他亻「］元法承受迏

令噩耗，元法相信送令消息。直到艾布·拜克尓为他亻［］讲明，主

的使者远也是凡人，也要像其他人－祥故去，迏时，人亻［］才慢慢

平靜下米，为先知邸洗大凈，以布裹尸，掩埋渚項后事。先知蕊

肛真以后，穆斯林大焱推举艾布·拜克尓作为翎袖，成为持政的

四大哈里友中的首位。接受启示之前，先知娑在変加生活了四十

年，接受启示以后，又生活了十三年，在変地那生活了十年。

先知的相貌：

主的使者臨中等身材，即不很高，也不矮小。连肩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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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勻稔，心胸玕岡，容颜佳美，朕色白里透紅，圓股，戏眸漆黑，
秀鼻，嘴形美好，鬃鬚泳密，勺味芬芳，戏掌柔軟。安奈斯．本．与
力克描述先知讽：｀｀我閣迥尤延、麝香等香料，都比不上主的使者
蕊的芬香。我的戏手也没有蝕摸述比主的使者的戏手更柔軟的了"

主的使者蕊面容玕朗，經常微笑，声音优美，寡言。安奈

斯·本．与力克形容他讽：｀｀是最好的人，最慷慨、最勇敢的人。＂

先知蕊的為尚晶億

主的使者羋是最勇敢的人，阿里·本·艾布塔里布讠兑：｀｀在

两罕相遇，故強我弱的危雉美~, 我亻「」以主的使者蕊作为保护。＂

他又是最慷慨的人，者另lJ人向他尋求帯助的时候，他絶没有讠兑逍

｀｀不＂。他是最寬大的人，絶不因介人恩怨抱負別人，也不因此而

勺愔；只有在連反了真主的禁令时，他才佘因此而慫治犯罪者。
人亻fJ与他的美系元诒奈疏，能力元讠令強弱，在他那里都享有同等
的枚利。在他看米最敬畏真主的人，是最为尊貴的人。社佘里人

人平等，伊斯竺之前的渚多民族消亡的原因，就是者他亻「］中有地

位的人偷盜时，便放弃不糾；而如果弱小的人行窈，則佘受到依

法慫治。先知蕊曾況：｀｀以真主笈誓，即使是我的女丿L法圏変偷了

糸西，我也要砍斯她的手。＂

先知蕊从未貶斥辻食物，喜炊的就吃，不喜炊的就不吃。先

知詬的家里曾一两介月不起炊姻，只以椰察和水充釩。他曾为了

緩解仇哦而将石失预在腹部。他曾奈手修鞋子、朴衣服，苕助家

人做家各。他常探望病人。他是最慊虛谨慎的人，元讠令是富人坯
是夯人、低贱者坯是高貴者，他都皮答他亻［］的邀清，他美愛貧夯

的人，出席他亻「］的葬扎，看望他亻［］的病人。他不佘対夯人表示経

蔑，也不佘対王者卑躬屈膝。他曾骑与、駝、射和騾。
他是微笑最多、待人最温和的人，即使他遭遇了很多的忧愁

和不幸。他喜炊香料，讠寸灰惡劣的勺味。真主将完美的品性和美

好的工作集于他一身，真主将元人可及的知讠只賞賜給了他。而他

是一介文盲，不合塽，也不合写，也没有老师教授他。是他帶米

了迏部米自于真主的《古竺經》，至高元上的真主流：｀｀你讠兑：｀如

果人哭和精炅联合起米刨造一部像迏祥的《古竺経》，那么，他1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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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互相嚮助，也必不能刨造像迭祥的妙文。'" (《夜行章》： 88) 
迏位先知蕊不佘漾，也不合写，那么，悅｀｀《古竺經》是他撰写的，

或是他从其它經典里埃到、挙米"的流言就不攻自破了。

先知蕊的奇造

先知孟最伟大的奇迹就是迏部尊班的《古竺經》，它的美妙

使文豪亻［」目瞪口呆。真主向所有的人奕友出了挑战，讠上他亻「］试姒

十章、或一章，甚至只是一节經文。以物配主的人亻［］已經知道他

亻「］対此元能为力。
多神教徒亻［」曾要求先知邸为他亻［］晁示一些奇迹，先知步使

他亻［］看到了月亮綻裂，分成两半。他多次使水从他的手指阅涌出。

他手中的石失曾焚頌真主，他又将迏石失先后放在艾布·拜克尓、

歇変尓、歇斯曼的手中，它依然號主不斷。
先知蕊吃饭时，人亻f]昕到了他的食物在贊頌真主。在他最初

接受启示的那段时阅，石失和村木向他道安。一介犹太女人为课

害先知蕊而送給他一糸有毒的羊腿，而羊腿玕口讲话，扳告了先

知迄。一介游牧人要求先知忠为他晁示奇迹，他就命令一棵樹米

到跟前，又命令它返回原灶。他曾抗摸－只瘦弱元奶的母羊的乳

房，即时就拚出了奶水，他自己喝這，又給艾布· 拜克尓喝。阿
里·本· 艾布塔里布害眼病，先知臨対着他的戏眼経吐口水，他

的病立刻痊愈。另一名圣n弟子腿受亻份，先知娑用手抗摸他的患

姐他苗时痊愈。先知率曾祈求真主賜予安奈斯·本· 与力克長

考、富足、子引丶満堂、給他多降吉床。后米，他有了一百二十令
孩子，他的椰冬柯每年收荻两次，而椰苓材通常只是一年收荻一

次，艾乃斯享年一百二十步。在一次聚扎日，先知苓正在演讲台

上演讲，有人因天勺干旱向他泝苦，蚩时晴空万里，先知娑祈求

真主降雨，天上颜时烏云密布，大雨一直下到第二介聚扎日。人
亻「］又因雨水述多向先知孟泝苦，先知鞏向真主祈求，雨就停止了，

他亻fJ从清真寺窩玕时已經出了太附。

壕洵战役中，他曾以仅有的一介｀｀护阿" (四満捧，约 3.28
升）的大変和－只羊款待參加挖掘战壕的千名穆斯林，焱人铇餐

一頼，但食物并没有銘毫減少。另一次，先知嚻用拜系尓·本．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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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的女丿L送給她父汞和她的舅父的一煮椰衷供給了壕洵战役的

所有将士。他坯用艾布·胡萊勒的一煮干根讠上所有人都吃铇。

古萊氏人曾造派了一百令人在先知的家n外伺机守候，欲汞

害先知蕊，者他从他亻「］身辺走近，并将土撒在他亻「］的脫上，而他
亻「］毫元察堂。坯有一介叫寨拉蓋·本·易力克的人尾隨先知蕊想

加害他，者他要接近先知蕊时，与的四糸腿都陷在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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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取先知臨的典范

先知臨的淡笑：

甲

先知羋常与他的弟子亻［］淡笑，但他洸的都是实话。他也与家

人淡笑，寺 fl騰出一段时［司特別照顾年幼的人，与他亻［］往米特別

使用他亻「］能了解与接受的方式：主的使者娣与他的仆人安奈

斯·本· 易力克讠炎笑，先知蕊有时叫他：｀｀唉，有耳朵的人。！＂

有一人況：｀｀主的使者啊，馱我吧。＂先知嚻淡笑讠兑：｀｀我把

你放在母骔的孩子背上。＂送人同道：｀＇我要母骔的孩子做什么？＂

先知远悅：｀｀所有的貉骔不都是母骔生的喝？＂先知臨經常和藹

的面対他的弟子伯，他們昕到的都是先知苓美好的言语。哲瑞尓

伟述：我从肛信伊斯竺之后，每次先知泣見到我都面帶微笑：我

対他泝悅我元法在乃上坐稔，他就用手拍我的的胸部讠兑：｀｀主啊，

稔定他，使他成为引尋，并且是受到引領的人。＂从此我再没有跌

下与。
先知臨也同他的奈厲淡笑，有一次去友囹変的家，」他的女婿

阿里不在家，于是他祠：｀｀他在那几？＂她洸：｀｀我亻［］友生了－燕

小争执，他就生勺的出去了。＂主的使者臨看見阿里睡在清真寺里，

益的外套滑落一旁沾有尘土，于是一面撣尘土，一面讠兑：｀｀尘土之

父起米，尘土之父起米。＂
先知与几童的往來

幼童有很多机合挙刁主的使者泣的伟大品德。使者翠同圣

妻阿伊莎－起比賽，也同意阿伊莎与她的同伴亻［］一起玩耍。阿伊

莎亻耜述：｀｀我与女童亻fJ一起在先知泣跟前玩耍，者他迸家时，我的

一些女伴感到害怕，于是他要求她亻［］与我玩耍。＂

先知泣也照顾丿L童与他亻［］淡笑，奈切善待他亻fJ 。阿卜杜

拉· 本·社迏德亻拐述他父奈的话：主的使者迄在一次霄扎时出來

見我亻［］，他手上抱着哈桑或是侯賽因，主的使者臨走向我亻［］，把

孩子放下后念｀｀真主至大＂玕始扎拜，叩了很辰时岡的失。我父

汞況：｀｀十是我就抬起失，看到孩子爬到使者的背上，而他正在叩

~'于是我继维跟着叩失。岂圣人邸札完拜之后，人亻「]ijl:' 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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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啊，者您長久叩失时，我亻「］坯以为你友生了什么事，或在接

受天启。＇使者蕊悅：｀都不是，只是我的外子跨在我的背上，我

不愿催他下來，只好等他迏到目的。＇＂安奈斯·本· 与力克亻耜述：
主的使者嚻是品德最好的人，他対我小弟悅：｀｀唉，阿卜歆変尓．努

埃拉做什么？努尓拉是小孩的玩偶小舄。＂迏也視明先知蕊対丿L童

的态度。
先知臨対待家厲

先知臨対待家厲的态度，可以況是集高尚品德之大成。

先知苓统常课虛的照顾家人，尊重妞女的地位，她亻「］有人哭、母

余、配偶、女丿L的身份。有人何先知嚻讽谁是最需要善待的人？

先知苓況：｀｀你的母奈，你的母余，你的母汞，然后是你的父奈。"

先知臨又悅：｀｀任何人在他的戏米或其中一人在世时未曾孝敬他
亻［］，死后迸入火獄，真主将他远置。＂

先知苓使用他的妻子佽用迥的器皿佽水。他流：｀｀你亻fJ

中最能善待家厲的人，就是最好的人；我是你亻「］中最善待家厲的

人。＂
先知臨的仁慈

先知娑曾經送祥描述仁慈，他況：｀｀仁慈的人荻得仁慈主的

慈愛，你亻「］慈愛地上的人，天上的主就慈愛你亻「］。＂我亻fJ的伟大使
者迄品德仁慈。从他日常対待老人、幼童、近奈、大焱的行为可

以晁示他的慈愛及惻隠之心。圣人臨在札拜时昕見丿L童哭泣，就
佘不拖延而縮短扎拜时阅。阿布格塔代亻耜述：主的使者苓讽：｀｀沮

我在扎拜时，我希望延長拜功，但酋我昕到丿L童哭泣，我就简便
拜功，不愿母奈感到困唯。＂

先知岑慈悲他的族群，希望他亻［］都能遵从主道。肖一介服伺

近先知的犹太小童生病时，他去探望迏令小童，坐在他失側，対
他流：｀｀你座者接受伊斯竺。＂小童目视站在旁辺的父奈，他父汞
況：｀｀你者）I匪从阿卜嘎西姆。＂于是小童加入了伊斯竺，不久之后

就去世了。先知芯从小童家出米，悅：｀｀感谢真主将他从火獄里就

出米。＂
先知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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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到先知的忍耐，可以讠兑先知臨終身都在忍耐和畜斗，自从

先知接受第一段《古竺统》，直到牛．命的最后·刻，他都在不新的

工作。自从接受使命，主的使者羋就确知他所面対的使命性。浩

他首次佘晤天使，圣妻海蒂洁陪他去見瓦拉格·本·努非尓，瓦

拉格告泝他：我真希望能活到你的族人驱赴你的那日。先知 l、司：｀｀唯

道他亻［］驱逐我嗚？＂回答況：｀｀是的，因为从來像你－祥的人必然

榭故。＂于是先知从一升始就讠上自己忍耐垠苦、迫害、愧计与故対。

有正确的记栽敘述先知蕊的忍耐，他在変加亻耜迏伊斯竺期 l、司，

他和嘴碎他的人和家厲1「]都奈身体遭迫害。《布哈里圣圳集》：歇

如沃· 本·祖拜尓洵祠阿卜杜拉· 本· 阿莫尓· 本· 阿斯：谁是
不信道的人亻「］在変加対先知破坏最严重？他答道：者先知苧在天

房附近扎拜时，歇格巴·本·阿卜姆阿特上前，用力把衣服勒在

先知的预部，几乎窒息，艾卜拜克尓用力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推升，

況：｀＇雉道你們为了一介人宣杯我的主是安拉，就要系了他喝？＂

有一天先知臨在天房旁扎拜，阿布哲赫里与友伴亻「］坐在附近

交淡：你亻「］谁能将某部族貉駝的內肚拿來，待某罕默德叩失时倒
在他背上？然后派出他亻［］中最頑皮的一令去取稗物。等到先知蕊

叩失时，放在先知嚻的两肩冏，然后彼此打 1诵取笑，而使者逗仍

在叩失不劫，直到他的女几法圏変取下他背上的秒物。
比迏些更甚的是心炅的仿害，那就是拒絶和否定他的伟教以

及指控他是巫师、诗人、神志不清、魔木家；稔他帶米的不辻是先

人亻fJ的神话。其中包括阿布哲赫里取笑的话：主啊，如果迏是你
的真理，就为我亻「］从天上降下石玦，或降給我亻「］痛苦的刑罰。

先知蕊的叔父阿卜賴海布到灶尾隙他去向焱人宣迏汛息的聚

令灶或市集，卦面斥責先知況的是讠荒言，阻止人亻［］相信他。而阿
卜賴海布的妻子温姆洁咪萊則收集荊棘枝杖散布在道路上。

先知蕊与他的弟子亻「］被围困在艾布塔里木山谷的三年，是破
坏最深的一段步月，他亻［］因凱困唯忍而吃栩枝，先知臨的妻子海

蒂洁的去世讠上先知苓更加悲痛，因为他曾經芾助、寛慰先知。支

持与维护先知的叔父也在迏段时伺去世，向他在1個終时没有Y:3信
伊斯竺更辻先知羋忧愁。在經历這數次暗糸后，先知娑迁徙，窩

升故多。在変地納塔升始了另一时期的忍耐与牾牲。那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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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1怖着更多的X艮苦，先知蕊遭受釩哦与貧困的时候，曾經将石坎

綁在腹部。先知蕊讽：｀｀我曾统因真主而受掠咋，那时没人受近的

悰坏；我曾經因真主而受破害，那是元人能忍受的破害。＂

伪信士与愚昧的阿拉伯游牧人曾經誣蔑先知蕊的名誉，《布

哈里圣洲集》：阿布杜拉·本．与斯歌德亻耜述：主的使者蕊曾經炭

誓，于是一位鋪士讽：｀｀兌真主起誓，穆罕默德迏祥讽并非为了真

主。＂布杜拉·本. lb斯歇德敘述：于是我到主的使者臨那里向他

敘讽了迏件事。先知远変了脫色讽：＂真主慈恫穆芽，他受到比迏

更多的亻夯害，但他忍耐了。＂

先知蕊在他的子女去世时忍耐了。他共有七令子女，都先后

夭折了，只剩下法囹変，限制并为此消极或退縮，而是以忍耐的

美德面対。先知娑在他的愛子易卜拉欣去世时讽：｀｀眼睛合流沮，

內心佘伪痛，我亻「］只讽真主喜悅的。唉，易卜拉欣，我亻「］为你的
寓去而悲痛。＂

先知蕊的忍耐并非仅是人受迫害与考验，它的忍耐也包括服

从清高的真主，他的界主命令他迏么做。他一直努力敬拜、服从

真主，他的戏脾因板期站立而胂服，他經常从事崙戒、纪念真主

的功课。者人亻「」何他时，他流：｀｀雉道我不皮讠亥做令感恩的仆民
喝？＂

先知蕊的简朴

要真实地形容一介人的生活确实简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

須是他可以享受到的，而他却看得很淡泊，放弃迏些享受。先知

蕊是生活最简朴，対今世看得最淡泊的人。呈然今世生活対他是

蝕手可及的，他在真主跟前有着最高品级，如果他想要求，真主

一定合賜福他财富，但他示于简朴、淡泊的生活。

大挙者伊本凱希尓在他的《古竺經注解》里记述了亥芽实的

亻夸述：有人告泝先知蕊：如果你要，我亻「］可以把所有金庠的铜匙

給你，迏是在你之前的先知未曾有近的事。在你亻「］之后，我亻［］也

不合再給別人，迏也不合減捩你在真主那得賞賜。先知蕊讽：｀｀清

为我聚集到后世。＂

至于先知蕊的平日生活，那是一神奇迹。阿布·卡尓亻耜述：

我有一次陪同使者蕊在変地納郊外行走，満対吳侯德山，先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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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元不喜炊拥有像吳侯德山般的黃金，迥了二天，就剩一介迪

納尓了。"者时先知远悅：｀｀我対今世元所求，在今世我如同一介

在樹萌下的近客，不久就合窩玕它。＂

先知臨的佽食与着裝

先知迄的佽食經常是连三令月家里都不生火。他經常靠水和

椰謇這日子，也有可能整天肪胃因空腹絞痛而元果腹之食。他日

常吃的是大変面併。据亻耜述：先知臨从未吃迥细面併。先知的仆

人安奈斯亻耜述：先知迄从未在午晚两餐连練食用肉和面併，除非

家里米了客人。
先知蕊的穿着也不必上述好，先知翠的弟子伯证明他的简

朴。而他能穿高貴的衣怖。一位先知的弟子描述他的衣着讠兑：｀｀我

到主的使者臨那向他述洸一些事，見他坐着，伟着一件粗布棉衣。"

阿布巴拉迏去見穆民之母阿伊茫，她拿出一件厚袍与一件粗

衣況：｀｀主的使者臨世时就穿迏两件衣裳。＂安奈斯·本· 与立克

亻夸述：我跟髄主的使者羋行走，他身上穿着一件納吉竺袍，里面

村粗布。
先知泣去世后并为留下金鈛或奴仆，也没有物品，只有他骑

乘的白騾与武器，坯有一玦已經为又严的土地。阿伊菸況：｀｀主的

使者蕊亡故后，我的架子上除了一些大変外，没有任何肉食。＂先
知Y3真后，它的盾牌坯因为借了一些大変抵押在一令犹太人那。

先知琴的公正

公正是指先知哆与清高的真主的公正，対妻子亻「］的公正，先

知対于其他往來的人，元讠令是远近奈朋，好友都一律公正。甚至

他的拼傲故人，也得到先知臨的公平対待。元讠令是対待一伙方対

他的人，坯是涙解他的人，先知嚻都不放弃公正的原則。公正是

先知元讠令在家坯是出外都堅守的原則，他憎惡給朋友不同的待遇，

他喜炊公正与平等，分担同伴的痛苦、煩愤。据阿布杜拉·本．変

斯歇德亻耜述：我亻「］在拜德尓战役时，三令人一伙亁流骑貉骔。苗

时，阿布魯巴尓与阿里是主的使者臨的两令伙伴，卦紛到使者認

乘骑时，他亻n两人流：｀｀讠上我亻［］两人步行，給你骑乘。＂先知況：｀｀你
倆并不比我強牡，我也不比你倆富有，我也需要善功。＂

舄賽德·本· 乎德尓与他的伙伴況笑话，逗他亻f]笑。先知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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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根棍子戳他，舄賽德悅：｀｀你戳疼我了，讠上我从你那取合枚利。＂

先知況：｀｀好啊，取回你的枚力。＂ 舄寨德讠兑：｀｀你述穿着村衣，

我没有村衣。＂先知苓于是脱下村衣，舄賽德紫抱着他，奈吻先知

的肋骨与腰部之伺，并洸：｀｀主的使者啊，我要的是迏令。"

为了建立人突之冏的公正，先知臨不愿庾弃真主的法律，哪

怕罪犯是他的米厲或是喜炊的人。一位碼赫祖妳族的女子犯了偷

窈罪，先知羋并未接受烏紗変刈她的求情，他讽了送么一句著名

的话：｀｀焱人亻［］，那些在你亻「］之前的民焱天亡就是他亻fJ的貴族偷盜，
而放任之；若是貧者偷窈，就依法行罰。我侂真主友誓，若穆罕

默德的女几友圏変犯了偷盜罪，我定合新斯她的手。＂

人亻fJ対穆罕默德泣的讠合述

以下摘呆了一些西方哲挙家和尓方挙家対穆罕默德苓的诒

述，米況明送位可敬先知的伟大使命、优秀的品德和他所帶米的

真理；坯有一些与他为故的人亻封播的不符事实的佳岡。

英囯蕭伯納在他被英囯政府悄毀的《穆罕默德》中写到：世

界确实需要有人具有穆罕默德的思想，迏位先知經常把他的宗教

放在受尊重与崇敬的地位，迏令宗教包含着所有人奕的文明，是

永存的。我見到我的讠午多同胞在明确了解后皈依了伊斯竺教，迏
令宗教将在歌洲大陡得到很大的笈展。

他又敘述：中世纪的教士伯，由于愚昧及偏見，把穆罕默德

的宗教画成灰暗的囷像，苗时他亻［］从为迏令宗教是基督教的故人，
但莒我研究這迏令人的事迹后，友現他是一介奇迹。我的結讠令是：

他并非基督教的故人，而是人炎的拯救者。我从为他如果执掌了

今天的世界，能哆成功地解決各神唯題，提供人突向往的和平与

幸福。
荻得若贝尓奖的英囯哲挙家托与士·卡萊尓在其著作《英雄》

中悅：在我亻fJ迏令时代里，刈任何人米讠兑，最大的耻辱就是昕信

诵亻夸伊斯竺是犏人的宗教，穆罕默德是騙子，是伪造者。
十二世纪以來対大约两亻乙人至今仍是明打，唯道你亻「］中有人

合从为迏些以亻乙万计算的人亻fJ終身信奉旨死不渝的信仰合是謊言
或犏局嗚？

印度教的哲挙家拉坞·克里斯納夢讠兑：｀｀者穆罕默德出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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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隔默默元岡，在送片元閣的荒漠里，穆罕默德以他伟大

的意志，刨建了一片新生活、新文化、新文明，从摩洛哥延伸到

印度新王囯。影喃了亜、非、歇三大洲的思想和生活。＂
加拿大的尓方挙者渚维默尓：｀｀毫元疑祠，穆罕默德是最伟大

的宗教領袖，也是能力最高的改革家，能言善辯，勇敢果斷的伟

大思想家。我們不能用不符合上述品德的形象描述他，他帯米的
《古竺统》及他的生平都证实了迏秤讠兑法的正确性。＂

英囯的威廉·默维尓爵士況：｀｀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因为他

的高尚品德，自幼被人稔为忠实者，元讠仝如何穆罕默德比人亻［］対

他的形容更高尚。人1f」不知道他的品德，仔细研究這他的辉煌史

实的人都知道，迏些史实都推崇默罕默德为使者及世界思想家之

最。＂
他又讠兑：｀｀穆罕默德的特克是言淡清晰，宗教容易，他所完成

的工作令人悰奇，世界上从没有如此一位改革家象伊斯竺的先知

穆罕默德－祥，在短期內喚起人性，夏新道德，提高美德。＂

俄夢斯文挙家、哲挙家托尓斯泰讠兑：｀｀穆罕默德足以自豪的是，

他从魔鬼的敗风陋俗的魔抓下解救了迏令地位低贱的民族，并在

他亻fJ面前升启了迸步与跃升的道路，穆罕默德的律法将风行世界，
因为他是最符合理智的。＂

歇地利的施白革況：｀｀人突以拥有穆罕默德的伟人为茉，呈然

他不讠只字，却能在十余世纪前帶來法律，如果我亻［］歇洲人能迏到

他的巔峰，我亻fJ将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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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竺的行为准則和札仅

（一）忠誠」和狄旻。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他亻［］只奉命崇拜真主，虔滅敬意，恪遵

正教。＂（《明证章》： 5) 真主又讠兑：＂你浣：｀＇我只崇拜真主，而

且減心四順他。＂ （《臥伍章》： 14) 真主讠兑：｀｀你讠兑：｀你亻f] 的心

事，元沱加以隱洁，或加以表白，真主都是知道的。'" (《伊姆竺

家厲章》： 29) 又讠兑：｀｀真主确是天地 11司任何物所不能喃的。＂（《伊
姆竺家厲章》 3:5)

歇変尓·本·罕塔布（愿主喜悅他）伟述：｀｀我曾昕主的使者

蕊況：｀一切善功唯兒立意，每令人只荻得他所立意的……'" (布

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伊萊（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迄況：｀｀夏生日，

能得到我的讲情而最幸福的人，就是那友自內心诵念了 '.ti'i) .i..l)'i' 

（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的人。＂（布哈里收呆）

艾布·胡萊伊萊（愿主喜悅他）隹述，主的使者蕊況：｀｀真

主不看你亻fJ 的外貌和财富，但他要看你亻「］的內心和工作。＂（穆斯
林收呆）

艾布·宰尓（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羋況：｀｀你元诒

身在何灶，都沮敬畏真主。逍用善功消抹罪惡，以优美的品性与
人交往。＂（提尓密吉收呆）

緒呤：

l一純滅的立意是善功得以接受的必要糸件，所行的善功欲

得到真主加倍的扳賞也要依靠純滅为主的立意。

2一真主元求于任何人或物，他只接受只为取得他的喜悅而

行的善功。先知苾悅：真主祝：｀｀谁干了一項善功，但又使他物与

我同受崇拜，我必遺弃他和他的假主。＂

3一在任何情況下都皮敬畏真主，明白真主是監察他的行为

的，真主确是天地阿任何物所不能瞞的。

(:..)警惕以物配主，竪令从主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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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魯格

曼》： 13) 真主讽：＂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悪，他为自己所
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迏差一等的罪迥。＂（《如女章》： 48) 真主讽：
"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启示诱：如果你以物配主，則你的善功，

必定元效，而你必定成为弓折者。＂（《臥伍章》： 65) 又讽：｀｀我
刨造精炅和人突，只为要他亻［］崇拜我。＂（《播神者章》： 56) 真主
悅：＂我在每今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令使者，流：｀你亻［］蚩崇拜真
主，肖远窩悪魔。'" (《蜜蜂章》： 36) 

賈比尓（愿主喜悅他）隹述，主的使者蕊洸：｀｀不以物配主

的人見主时，将迸入天堂；以物配主的人見主时＇·佘塾入火獄。＂
（穆斯林收汞）

艾布·胡萊伊萊（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泣悅：｀｀你亻「」消

远窩七項大罪！＂人亻［］祠道：｀｀哪些大罪啊？＂他況：｀｀以物配

主，……＂（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穩阿玆·本·杰拜勒（愿主喜悅他）伟述：｀｀有一次，我坐在

先知蕊的后面与他共乘着一染射，他讠兑：｀穆阿玆！你知道人対真

主皮尽的又各，和真主対人的責任喝？＇我悅，真主和他的使者

至知。他讽道：｀人対真主座尽的又各是：他亻［］只座崇拜他，不可
以物配主。真主対人的責任是：不以物配主者免受真主的愆

羽，……＇＂（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鑄呤：

1 一从讠只到以物配主的危检，迏項大罪不能得到真主的寛恕，
除非是那些減心悔述者。它不像其它罪－祥，能先真主的意欲得

到侥恕。
2一以举伴主身份死去的人，他的一切善功都是元效的。迏

将使他永居火獄。
3一从讠只到从主狓一的优越，它是精炅和人奕被造的目的，

是迸入天堂、脱漓火袱慫罰最重要的因素。

(..:..) vi; 名約洛的危險，它為子以物配主。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 "1知哉！札拜的人1f1, 他1f1是忽视拜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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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if]是沽名钓誉的，他1「]是不肯借人什物的。＂＠什物章》：4-7) 

艾布·賽尓德·法迏萊（愿主喜悅他）隹述讽：我昕主的使

者蕊讽：＇，夏生日，在那亳元怀疑的日子，者真主将所有的人哭集

合起來的时候，宣告者税：谁曾为了真主以外的任何一物而干善
功，就去向他尋求扳賞吧！真主絶不需要伙伴。＂（提尓密吉收汞）

艾布·賽尓德·呼德雷（愿主喜悅他）伟述悅：｀｀一天，主的
使者蕊米到我亻「］中伺，我亻「］正在淡讠令変西哈·旦伽利（将在末日

到米之前出現的抽眼犏子）的事情。他流：｀有比変西哈·旦伽利
更为可怕的事情，要我告泝你亻「］鳴？＇我亻fJi.#.' 主的使者蕊啊，

告泝我亻「］吧。他悅：｀就是隠蔽的秤勒克（以物配主），苗一介人
看到有人在注视他的时候，就美化自己的扎拜。＇＂（伊本·瑪哲收
呆）

鑄呤：

1- 対沽名钓誉的警坏，警告沽名钓誉者要遭受严历的慫罰。

2一人可能合在元意中做了沽名钓誉的事情，自己坯不知晓。
3一沽名钓誉者的善功不被真主接受。

(~)祈诗

至高元上的真主讽：＂你仞的主讠兑：｀你if]要祈持我，我就成
答你亻f] 。'" (《赦宥章》： 60) 真主讽：｀｀如果我的仆人洵冏我的情
狀，你就告泝他if]: 我确是l佃近的，确是答磁祈持者的祈梅的。＂
（《貲牛章》： 186) 又悅：｀｀你if]要虔減地、秘密地祈持你if] 的主，
他确是不喜吹迥分者的。＂（《高灶章》： 55) 

努尓曼·本·拜示尓（愿主喜悅他）隹述，先知迄·曾悅：｀｀祈
持就是拜主的功修。＂（提尓密吉、艾布·迏悟德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远悅：｀｀仆人
叩染时，是最接近他的主宰的时候，此时你亻［］者多多祈持。＂（穆
斯林收汞）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悅：｀｀主的使者远喜炊言简意

賅的祈持，但他也使用其它的调句。＂（艾布·迏悟德收呆）

歇巴代·本．芽米特（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臨悅：

｀｀只要一介穆斯林向真主祈椿，真主就要座答他的祈求，或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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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存到后世，給予他更好的扳裳，或为他消除一項同祥的夾祸。

只要他所祈求的不是罪惡，或中新骨肉奈情。＂

主的使者邸又況：｀｀穆斯林暗中为他的兄弟所做的祈椿，是

受皮答的。在他的失上有一位負責事各的天使，每苗他为他的兄

弟祈求福利时，天使就回座讽：阿敏！你也荻得同祥的。＂（穆斯林
收呆）

鑄呤：

1- 祈持厲于拜主的功修，祈持他物就是以物配主。須知，

祈持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主的使者臨将它肛为｀｀尓巴代＂（拜主

的功修），也就是流，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令基本要素。

2一低声祈持是可嘉的，祈棒中使用言简意賅的语言也是可

嘉的行为。
3一不要为自身、自己的财严或子女做不利的祈持。

4一暗中为穆斯林大焱祈持是可嘉的。

5一所祈求的事物不一定合得到，有可能真主因他的祈待为

他消除一冏同祥的夾祸，或者为他将其亻渚存到笈生日，在他最需

要时候賞賜給他。
（五）知祆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你讽：｀｀有知讠R的与元知讠R的相等嗎？＂
（《臥伍章》： 9) 真主悅：｀｀真主将提升你亻f] 中的皈信者，并将你
仞中有挙冏的人if]提升若干级。" (《辯泝者章》： 11) 真主況：｀｀你

讠兑：｀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讠只。'" (《塔哈章》： 114) 又況：

｀｀真主的仆人中，只有挙者敬畏他。＂（《創造者章》： 28) 
穆阿维耶（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等況：｀｀真主意欲

裳賜他福利的人，就使他通晓教律。＂（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隹述，先知翠悅：｀｀谁教授他人知沢，

就将荻得与依照知讠只遵行者同祥的回賜，没有經毫減少。＂（伊
本·瑪哲收呆）

艾布·胡菜勒（愿主喜悅他）佳述，主的使者嚻説：｀｀一介

人死后，他的工作就停止了，只有三項例外：川流不息的施济，益

人的知涙，为其祈待的虔滅优秀的后代。＂（穆斯林收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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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赫勒·本·賽阿德（愿主喜悅他）侍述：主的使者蕊讽：

｀｀以真主友誓，若真主借你引皂了一介人，送回賜要強述紅駝。＂
（布哈里收呆）

阿布杜拉· 本·阿目林· 本·阿斯（愿主喜悅他）伟述，主
的使者蕊讽：｀｀你亻f]~代我亻夸迏，即使只是一段經文。＂（布哈里收

呆）

鑄呤：

1 一在迏些《古竺經》和《圣i)li 》中，附述了知讠只和挙者的

尊貴，祝明通晓教律是荻得真主賜福的吉兆，求知是迸入天堂的

途往之一。

2一況明教授知讠只、尋人于正道的回賜之重大。伟授知讠只，
即使是一熹一滴，死后也佘因此善功而荻利。

3一挙刁教律知讠只比副功功修更为貴重。

4一座努力使子女受到正确、良好的教育。

(-k) 功... ~ 惡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你if]是为世人而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
仞功善戒悪，确信真主。＂（《亻又姆竺家厲章》： 110) 又讽：｀｀你亻n
中肖有一部分人，畀人于至善，并功善戒悪；送等人，确是成功
的。＂（《仅姆竺家屑章》： 104) 

艾布·寨尓德·呼德雷（愿主喜悅他）伟述：我曾昕主的使

者远税：｀｀谁看到罪惡就座用手去制止，如果不能，就用嘴去制止，

再不能，就用心去憎惡，送是最薄弱的信仰了。＂（穆斯林收呆）

候栽菲（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多況：＇｀以我的生命被其

掌握的主宰友誓，你亻fJ一定要功善戒惡。否則真主一定要給你亻fJ
降下他的您問。你亻「」再向他祈求，他就不佘座答你亻fJ 。,, (提尓密
吉收呆）

艾布·拜克尓·過迪格（愿主喜悅他）伟述：我曾昕主的使

者蕊視：｀｀如果人亻fJ看到不又而不加以制止，真主就将給他亻「］降下

慫問。＂（艾布· 迏悟德、提尓密吉、奈薪伊收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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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呤：

1- 劫善戒惡是荻得成功的途往。

2- 見到罪惡就蚩尽力制止。

己

3一｀｀用手去制止＂是那些掌握枚利者的方式，如：家中的父

奈、穩斯林的練袖或其代理者。

4一要做到｀｀以心去憎惡"'必須讠寸戾惡事，不做它。
5一放弃叻善戒惡，是祈持不能荻得座答是遭受真主慫罰的

原因。

(-t') 功 -1--A恿泣有的份非

至高元上的真主课：｀｀你寂羌智慧和善言劫人遵循主道，你寂

肖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辨沱。＂（《蜜蜂章》： 125) 真主讽：＂以从
真主友出的慈恩，你肖温和地対待他1f1; 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歿
酷的，那么，他1f1必定漓你而分散。＂（《伊姆竺的家厲章》： 159)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主的使者詬讽：｀｀真主是寛容

溫和的，対任何事情都喜吹寛容温和。＂（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先知蕊讽：＂事物有了溫和就

能得到美化，失去了溫和就全被丑化。＂（穆斯林收泵）
杰蕾蕾·本·阿布杜拉讠兑：我曾昕主的使者蕊讽：｀｀谁失去

了溫和，就失去了所有的福利。＂（穆斯林收汞）

鑄冷：

1 一在隹迏真理和劫善戒悪的這程中，苗注意使用温和的态

度和优美的方式。
2一在所有的事中都皮态度温和，谁失去了温和，就失去了

一切福利。

（入）孝 JJt~母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我已命人孝敬父母。＂（《蜘蛛章》： 8) 

真主悅：｀｀你的主曾下令讠兑：你亻［］成肖只崇拜他，成肖孝敬父
母。如果他倆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迏到老辺，那么，你
不要対他倆讠兑：｀晊！＇不要喝斥他倆，你磁肖対他倆讠兑有札貌的



1孽顬是知擘款矚 已
话。＂（《夜行章》： 23) 真主讽：｀＇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一—－他母奈
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新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讠兑：｀｀你蒞肖感
谢我和你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四宿。＂（《魯格曼章》： 14) 

阿布杜拉·本·斐斯歇德（愿主喜悅他）伟述，他iJl: 我曾

祠主的使者蕊：｀｀什么工作最能荻得真主的喜悅？＂他洸：｀｀按时

札拜。＂我何：｀｀然后是什么？＂他讠兑：｀｀孝敬父母。＂我又同：｀｀然
后呢？＂他況：｀｀为主道出征。＂（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他況，．一名男子到主的

使者蕊那里，況：｀｀主的使者邸啊，最座得到我善待的人是谁？＂

先知鞏讽：｀｀你的母奈。＂他又何：｀｀然后是谁？＂他讠兑：｀｀你的母

奈。＂又同：｀｀然后是谁？＂他讠兑：｀｀你的母米。＂他又祠：｀｀然后是
谁？＂他讠兑：｀｀你的父奈。＂（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鋂冷：

l一伊斯竺命人尊重、孝敬父母和順从父母。

2- 孝敬父母，是在按时扎拜之后最受真主喜悅的善功。

3一忤逆父母，対他倆使用粗暴的言调，表示出灰惡煩躁的
情緒，対所有迏些伊斯竺都給予了严历的警告。

4- 圍明了母奈的地位，她比父奈更座受到服从和孝敬。

(-IL) 优其的晶性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你确是具各一神伟大的性格的。＂（《竜

章》： 4) 真主讽：｀｀以从真主友出的慈恩，你肖温和地対待他仞；

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歿酷的，那么，他亻［］必定漓你而分散。＂（《伊
姆竺的家厲章》： 159) 

艾布·迏尓迏（愿主喜悅他）侍述，先知羋況：｀｀夏生日，

在人亻［］的功逍秤上，没有比优美的品性更为沉重的善功了。真主

确实愜怒那些品行惡劣、言语下流的人。＂（提尓密吉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他讠兑，主的使者臨被祠

及什么事情最能使人迸入天堂。他回答況：｀｀敬畏真主和优美的品

性。＂（提尓密吉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臨悅：｀｀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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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美的信士是他亻「］中品性最优美者，你亻［］中最好的人，是最善
待妻子的人。＂（提尓密吉收呆）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她流，我曾昕主的使者蕊讽：

｀｀一名信士可因他优美的品德荻得封崙者、扎拜者的品级。＂（艾

布·迏悟德收呆）

鑄呤：

l 一悅明了主的使者臨的伟大品格。

2- 説明优美品性的贤重和地位，优美的品性是最能使人迸

入天堂、提升品级的善功。夏生日言行要受到稔量，在稔量善惡

的天平上最沉重的就是敬畏真主和优美的品性。

（十）温和与尤溶

至高元上的真主況：｀｀以从真主友出的慈恩，你肖温和地対待

他if]; 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歿酷的，那么，他亻f]必定漓你而分散。"
（《伊姆竺的家厲章》 3: 159)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主的使者鞏洸：｀｀真主的寬容

温和的，対任何事情都喜炊寬容温和。＂（布哈里、穆斯林收汞）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悅他）亻耜述，主的使者臨曾対艾沙志．阿

布杜益斯讽：｀｀你有两神受真主喜愛的品格：容忍和寛厚。＂（穆斯
林收呆）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侍述，先知蕊況：｀｀事物有了温和就

能得到美化，失去了温和就合被丑化。＂（穆斯林收汞）

杰蕾蕾·本·阿布杜拉讠兑，我曾昕主的使者蕊悅：｀｀谁失去

了溫和，就失去了一切福利。＂（穆斯林收呆）

鑄呤：

1 一真主喜炊寛容，寛容是荻取福利的原因。

2一友好温和地待人接物，是天堂居民的品性。

3一流明了容忍的貴重，和対友怒的警惕。

（十一）仁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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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迏祥杯贊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蕊：｀｀他慈愛信士伯。＂（《仟

悔章》： 128) 又迏祥稔贤信士亻［］：｀｀他亻［］対教胞是慈祥的。＂（《胜

利章》： 29) 
杰蕾蕾·本·阿布杜拉亻耜述，主的使者臨悅：｀｀不伶恫他人

的人，真主不伶恫他。＂（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亻耜述，他讠兑，我曾昕先知嚻悅：

｀｀仁慈只从惡人的心中被抹掉。＂（艾哈辺德、提尓密吉收呆）

緒呤：

1- 仁慈是信士的品德。

2- 伶恫他人是荻得真主的冷恫的途往。

3一仁慈从心中消失，是不幸和迷课的特征。

(+:::..)紮行不乂

至高元上的真主流：｀｀不乂者，将没有任何奈友，也没有奏效
的洗情者。＂（《赦有者章》： 18) 

艾布·宰尓（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詬讠兑：勺缸主況：我的

仆人亻「］啊，我禁止自己不又，也禁止你亻「］不又，你亻fJ不可互行不
又……＂（穆斯林收汞）

賈比尓（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远説：｀｀你亻「]~警惕

不叉，它是夏生日的重重黑暗……＂（穆斯林收呆）

穆阿玆·本·杰拜勒（愿主喜悅他）伟述，者他被派往也 l、1

时，主的使者蕊対他説：｀｀你蚩警惕受委屈的人亻［］的祈待，它与真

主之阅没有屏障。＂（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娑況：｀｀谁坻毀了

他兄弟的尊严，或伪害了他，就讠上他在金很都不起作用的那一天

到米之前，把迏令恩怨化解。否則，在那一天，他就要为他所行

的不叉，用他的善功付出代价。如果他没有善功可取，就要替対
方背負罪責。＂（布哈里收呆）

緒呤：

l 一不又是受到严历禁止和警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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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行不又、欺侮他人者在今后两世都要受到严历的慫罰。

3一受委屈的人沮咒不又者的祈持是受皮准的。

(+.=..)穆斯林的生令·失利保护

至高元上的真主讽：｀｀谁故意汞害-1'-信士，谁要受火狠的報
酬，而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逼怒和弃絶，真主已为他预箸了重
大的刑罰。＂（《妞女章》： 93) 

阿布杜拉·本·変斯歇德（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

況：｀｀夏生日，在人亻［］之［司最先判決的事各就是血債。＂（布哈里、
穆斯林收汞）．

阿布杜拉·本·阿目林（愿主喜悅他）侍述，主的使者蕊讽：

｀｀在真主看來，．世界的毀天与糸害一令穆斯林相比，微不足道。＂

鑄呤：

1- 糸害穆斯林座受严历的慫罰，在真主看米，穆斯林的生

命安全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2一夏生日，在人亻［］中［司最先接受判決的就是血債，因为送

是罪大惡极的。

3- 糸害穆斯林的凶手，今世里皮灶死刑，后世里永居火猴。

（十~)積造林的机利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信士亻［］皆为兄弟。＂（《寢室章》： 10) 
艾布·穆护（愿主喜悅他）侍述：主的使者蕊讽：｀｀信士之

［司就像是一座建筑，每一玦碚瓦都紫密相联結。＂（布哈里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远讽：｀｀穆斯

林之［司互为兄弟，不可欺騙兄弟，不可遺弃，使他孤立元援。穆
斯林是不容侵犯的：他的名誉、财严、生命。（他指着心的部位讽）
敬畏在迏里，蔑视穆斯林兄弟的罪惡已經足移大了。＂（提尓密吉
收呆）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蕊況：｀｀你亻fJ不能算作完

全皈信，直到自己想得到的，也希望自己的兄弟荻得。＂（布哈里
收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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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鞏讽：｀｀谁为

穆斯林解除了一件今世上的忧愁，真主要为他解除一件夏生日的

忧愁。谁在今世为困唯者提供了方便，真主要在今后两世給他容
易。谁在今世遮掩了穆斯林兄弟的錯课，真主要在今后两世遮掩

他的罪近。只要一介人在苕助他的兄弟，他就灶在真主的援助之

下。＂（提尓密吉收呆）

鑄冷：

1 一信士之冏互为兄弟，元讠合年校年幼，君主坯是臣民。

2一穆斯林之阅座苗互相蓿助，在不犯罪的前提下，为有需

要的人解決困唯。

3一況明了向困唯者提供帶助的煚重和重大的回賜。

（十五）年居的机利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你if] 肖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

肖孝敬父母，优待奈戚，伶恤孤JL, 救济貧民，奈愛近郊、远郛
和伴侶，肖款待旅客……＂（《妞女章》： 36)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鞏曾讠兑：｀｀以真主

岌誓，他没有皈信。以真主友誓，他没有皈信。以真主友誓，他
没有皈信。＂人亻fJ ,1中道：｀＇是谁啊？主的使者娑。＂他回答讠兑：｀｀那

令使令［居不得安宇的人。＂（布哈里收呆）

由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蕊況：｀｀谁皈信

真主和末日，就不要伪害郃居；谁皈信真主和末日，就沮款待客

人；谁皈信真主和末日，就者洸善言，或是沉默。＂（布哈里收呆）

鍺冷：

1 一鼓助善待郃里，不可仿害他亻fJ 。
2一善待邰里、杜絶仿害是信仰全美的表現，即使翎居是非

穆斯林，也皮善待他亻「］。

（十六）妄古的危險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他每讠兑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神肖汤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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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戛弗章》： 18) 又讽：｀｀你不要隨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
耳目和心炅都是要被宙向的。＂（《夜行章》： 36) 

艾布·穆荐·艾施阿蕾（愿主喜悅他）伟述悅，有人何主的

使者鞏，哪秤穆斯林最优秀？他回答讽：｀｀穆斯林大焱能从他的舌

失和手上得以平安的人。＂（提尓密吉收呆）

賽赫勒·本·賽阿德亻耜述，主的使者嚻讽：｀｀谁能向我保证

他两頠之［司的（舌~), 和两腿之冏的（性器）不犯罪，我就保证

他能迸入天堂。＂（布哈里收汞）

由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亻鉅述：他曾昕主的使者鞏祝：

｀｀一介人信口妄言一介调，不考慮它是好的，坯是坏的，佘把他
帶到火獄中比奈方和西方之伺的距窩述要远的地方。＂

鑄呤：

1一況明了妄言的危險，座岂谨防。一介人有可能因为信口
妄言了一介调，而陸入火獄。妄言和惡语是使人入火獄的原因之
一，谨言是入天堂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由于対迏令何題的疏忽，

常讲元益的度话而犯罪。
2一人亻fJ的言行都要受到宙算，人身上最危險的器官就是舌

染和性器。

(-r-t-) 紮止背麩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你1f1不要互相背毀，淮道你1f1 中有人喜
戏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肉隅？＂（《寢室章》： 12)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嚻悅：｀｀你亻fJ

知道什么是背淡喝？＂人亻fJ悅：｀｀真主和他的使者至知。＂他悅：｀｀背
着你的兄弟淡讠令他所不悅的话。＂有人讠兑：｀｀如果他的情況正像我
悅的那祥呢？＂先知孟回答道：｀｀如果你讽的是实情，你已經背讠炎
他了；如果不是实情，那么，你已經谁滂他了。＂（穆斯林收汞）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她讠兑，我曾対先知蕊悅：｀｀仅

賽菲耶的迏些就已經移了（意思是悅她身材矮小）。＂先知讠兑：｀｀你
悅了迏祥的话，如果能用海水将它沖淡的话，我一定那祥做。＂（艾
布·迏悟德收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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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悅：｀｀穆斯

林是不容侵犯的：他的生命、名誉和财严。＂（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蕊 iJl: "谁皈信真

主和末日，就苗況善言，或是沉默。＂（提尓密吉收呆）
艾布·迏尓迏（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臨悅：｀｀谁维护他

穆斯林兄弟的名誉，真主就要在夏生日保护他的脫不遭火的侥

灼。＂

緒呤：

1- 禁止背淡，它是大罪，背讠炎他人者将受严历的您罰。

2一背着別人讲他所不悅的事情，送就是被禁止的背淡行为，

即使所言厲实。

3一座者遣責背淡他人者，制止他的送秭行为。昕背淡的话

是受禁止的。流明了维护穆斯林名誉的重要，真主将因此在夏生

日保护他的脫不遭火的焼灼。

4- 背淡的形式包括了言语和示意。

(+入）或实的專奇和吋流言的迫舟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不信真主的迹象者，才是捏造了流言的，
迏等人确是源流的。＂（《蜜蜂章》： 105) 

真主悅：｀｀信道的人亻［］啊！你亻f1要敬畏真主，要和減实的人在
一起。＂（《仟悔章》： 119) 

又悅：｀｀假若他亻f1忠于真主，那対于他亻f1是更好的。＂（《穆罕
默德章》： 21) 

阿里之子哈桑（愿主喜悅他倆）侍述，先知迄曾況：｀｀放弃

你所怀疑（怀疑其是否合法）的，堅持你所肯定的。滅实确是安
定的，慌言則是不安的。＂（提尓密吉、奈芽伊收呆）

阿布杜拉·本·変斯歇德（愿主喜悅他）佳述，主的使者邸

悅：｀｀滅实确能尋人至恭順，恭順能尋人至天堂，－今人者努力地
保持滅实，以便安拉将他列在忠实者的行列；慌言确能引人于放
茘，放菏畀致人堅入火獄。一介人善于讠荒言且不加悔改，最終安

拉要把他列在犏子的行列。＂（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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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変尓之子阿布杜拉（愿主喜悅他倆）亻耜述，先知远洸：｀｀四

件事情，谁全部都有，那他就是一介純粹的伪信者。谁有其中一
部分，他就有了伪信的一部分，直到将它抛弃。迏四件事情是：蚩

受人信托时，就背信弃又；讲话时就流流；締约后就背叛；与人

争讠合就欺騙。＂（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緒呤：

1 一対慌言的警吁，它是伪信者的品性，在人亻「］中冏亻對播讠荒

言者将受严历的刑罰。

2—流言畀致陷入更大的罪惡，它是使人墮入火獄的原因之

。

3一闌明了減实的尊貴，在一切事各中都座堅守滅实。

4一流言是伪信的柝志。

（十九）仟·海

至高元上的真主流：｀｀信士亻［］啊！你亻［］成全体向真主悔罪，以

便你亻f]成功。＂（《光明章》： 31) 又況：｀｀信道的人仍啊！你亻［］蚩

向真主滅意悔罪。＂（《禁戒章》： 8) 

艾額尓·本·耶莘尓·変宰尼（愿主喜悅他）佳述，主的使

者远悅：｀｀人亻［］啊！你亻［］者向真主海罪。我每天要向真主仟悔一百

次。＂（穆斯林收呆）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臨悅：｀｀真主対于他

的仆人的悔罪，要比一令人找到了在荒漠中丟失的貉舵坯要喜

悅。" (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苓況：｀｀人奕都是犯

惜课的，而最好的犯錯者是悔罪者。＂（提尓密吉收呆）

歇変尓·本· 罕塔布之子阿布杜拉（愿主喜悅他倆）伶述：

先知盂曾況：｀｀至高元上的真主在夜阅伸玕他的手，接受白天干罪

人的悔罪；他在白疍伸玕手，接受在夜晚干罪人的海罪。就送祥

直到太阻从西方升起。＂（穆斯林收呆）

緒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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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説明了元诒何时都座菩向真主悔罪的必要性，元诒有多

大的罪這都可以向真主仟悔。它是人荻得成功、脱漓不幸的途往。

2一讽明了向真主悔罪的重要，和真主的慈恩的「大。真主
佘因仆人的tf悔而喜悅。

3- 犯錯课是人突的本性，座垓为自己的罪逍仟悔，祈求侥

恕。

仟海的念件和一些相系的敖律

1一座i亥在死亡米瞄，你留之际前仟悔。迏是仟悔的糸件之
。

2一仟悔皮在太阻从西方升起的那一天（夏生日）到米之前，

到了那一刻，仟悔已失去了作用。

3- 禛心悔罪后乂重夏再犯者，他的第一次仟悔佘被接受，
但他坯需再次海罪。

4一抛弃曾犯的罪惡，座対自己的罪行深感懊悔，決心永不
再犯。

(:::..+) "#-ii可Q ,, 祀妥

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信道的人1「]啊！你1f1不要迸他人的家，
直到你if]清求讠午可，并向主人祝安。＂（《光明章》： 27)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讽：｀｀你亻fJ

不得迸入天堂，直到你亻「］皈信。你伯不能算作皈信，直到你亻［］互
愛。如果你亻「］做了迏件事情就合迏到互愛：在你亻「］之冏亻耜迏｀賽倆
目 '0" (穆斯林收呆）

阿布杜拉·本·賽倆目流，我曾昕主的使者蕊讽：｀｀人亻「］啊！
你亻f]§亻約播｀賽倆目', 供人食物，接维近奈骨肉，苗在夜冏人亻「」
熟睡时札拜。如此，你亻［］将安宇地迸入天堂示园。＂（提尓密吉、
伊本·坞哲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迄曾況：｀｀者

你亻「］米到人亻［］聚合的地方时，座者先祝安再入座，起身窩去时也
要祝安。两次祝安同祥重要。＂（艾布·迏悟德、提尓密吉收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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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冷和一些相系的敖律：

l 一岡明了洸｀｀寨倆目＂祝安的贤重，它是迏到互愛的手段，

而互愛是得入天堂的因由。

2一向熟讠R的和不相沢的穆斯林祝安是嘉行，｀｀賽倆目＂不是

寺給相讠R的人的。
3一 ｀｀賽倆目＂的形式是：今k r-"Y....』 （愿真主賜你安宇）

如果增加：..Jil~.J」 （慈恫你） 句更好，若增加： .illl~.JJ 

心SY.」（慈恫你、賜你吉床）則是最好的。以同杆的祝安调回答｀｀寨

倆目＂是必須的，以更多的祝福回答則是可嘉的。

4一禁止向非穆斯林首先讠兑｀｀賽佣目＂祝安，如果他亻fJ 向我

仞祝安，只回答：今上」。

5一如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时在汤，允讠午向他亻「］祝安。

6-=-- 两令穆斯林分別后再重逢时iJl "賽亻两目＂是嘉行，即使

只是短暫的高升。

7一禁止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讠午的情況下，迸入其住宅。

(.=..+-) ,tk令的扎节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伟述：主的使者菡曾況：｀｀你亻［］在迸

食之前座讠兑： ..Jil~ (以真主的名叉），若在玕始时遺忘了，就在想
起时況： 0..?-1」心， ..Jil~( 从始至終都以真主的名又）。＂（提尓密

吉、伊本·瑪哲收呆）
歇変尓·本·艾比賽米変（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琴

曾対我悅：｀｀吃饭时，悅：以真主的名又；用右手；吃你跟前的食
物。＂（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歇変尓之子阿布杜拉（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翠 iJl:

｀｀你亻「］絶不要用左手吃，用左手喝；撒旦（惡魔）确是用左手吃
喝。＂（穆斯林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侍述：｀｀主的使者臨从没有貶

責述食物，他愛吃的就吃，不喜炊的就不吃。＂（布哈里、穆斯林
收呆）

蚌呤：



亨罰是知沉歌毽 己
1一佽食前念｀｀以真主的名又．＂是嘉行，若遺忘，則要在想

起时念。另外，穆斯林在用餐后座念：
o .J!'J J~J_,::,. J#, 04~」.)J 1'.l.\~ 五斗I .ill ..l.o.::o』（切贤頌全

臼真主，他供給我迏些食物，将它黨賜于我，絶非出自我的能力。）
2一禁止用左手吃砍，那祥做与惡魔的劫作相仂，但因特殊

原因元法做到者除外。

3一依照圣行，不可貶責食物。喜炊的就吃，不喜炊就不吃。
以通扳、告知为目的讲述食物的缺陷是允讠午的。

(.:::.+.:::.) .Jt.o)用的繞綠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泣在迸入厠所之前

念:uj~\J~ 斗 04~~JC-I~)~I (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一切坏
事的伪害。）＂（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阿伊莎（愿主喜悅她）亻耜述：主的使者邸每苗从厠所出來后，

念： ~l_)i;. (主啊，祈求你的侥恕。）（五部圣机l 收呆）

買比尓·本·阿布杜拉亻耜述，主的使者鞏禁止在不流劫的死

水里小便。（穆斯林收呆）

緒呤：

1 一穆斯林在入厠前，念：｀｀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一切坏事

的份害。＂ 出厠所后，念：｀｀主啊，祈求你的侥恕。＂迏祥做为嘉

行。
2- 不可以在人亻［］面前暴露羞体，最好造抒远窩人群、隠蔽

的地方大小便。另外，在建筑物外大小便时，不可面刈或背沖天

房的方向。
3一小心大小便污染身体和衣服，并在便后凈下。

4一況明了伊斯竺的完美，它涵益了所有事各，甚至涉及到

如厠的規矩。

(.:::. 十..:..)打清士和打哈欠扆有的扎节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先知邸況：｀｀真主喜炊

噴嚏，灰惡哈欠。若一令人打噴嚏后贊主 (.ill .l,Q. 斗I)' 每一令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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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斯林都有又各対他讽： .Jil~.>.! (愿主慈恫你）。而哈欠則米自

惡魔，者你亻［］要打哈欠时，皮尽量止住。你亻「］打哈欠时，悪魔因
此而大笑。＂（布哈里收呆）

主的使者蕊又讽：｀｀者你亻「］中有人打噴嚏后，皮念： .Ji~I (

切贊頌全阻真主），他的同伴皮税： .illl~.>.! (愿主慈恫你），打噴嚏

的人再讽：凸虹~J.illt~~(愿主引皂你亻fJ' 改善你亻fJ的狀況。) " 
（布哈里收呆）

艾布·穆护（愿主喜悅他）亻夸述：我曾昕主的使者詬悅：｀｀如

果你亻「］中有人打噴嚏后贊主，你亻fJ就者为他祝福：｀愿主慈恫你''
如果他没有贊主，就不要为他祝福。＂（穆斯林收呆）

由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亻夸述，先知蕊每苗打噴嚏时，

就用手或衣服遮住脫，并用迏秤方法降低声音。（艾哈辺德、提尓

密吉、艾布·迏悟德收汞）

鑄呤：

1一每一介昕到打噴嚏者贊主的人，都皮讽：愿主慈恫你。迏

是嘉行。
2一如果打噴嚏的人没有贊主，便元需対他如此悅。
3一止住哈欠是嘉行。

4一打哈欠时，座用手梧住嘴。

5一打噴嚏时，皮用衣服，或手、手絹等物遮住。
6一不皮在打噴嚏或打哈欠时声音近大。

(.::. 十 GV) 碁狗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讽：｀｀葬狗的

人，他行善功所荻的回賜每天将減少一介｀基拉特''只除为了牧

放、打猶，或看护田园。＂（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又悅：｀｀如果狗舔了你亻fJ的器皿，将其清洗七遍，第一遍时用

土。＂（穆斯林收呆）

蚌冷：
1一除了为打猶、看护牲畜和田园以外，禁止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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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流明了対狗的戾惡，命令远窩它。
3一被狗舔逍的地方已被重污稗污染，需清洗七遍，其中一

遍用土。

(:::.. 十五）记念真主

至高元上的真主況：｀｀你亻［］成肖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1f1成
功。＂（《聚札章》： 10) 

又税：｀｀信士伯啊！你亻［］成肖常常记念真主，你亻f]JE. 肖朝夕煚

頌他超絶万物。＂（《同盟罕章》： 41-42) 
艾布·穆芽·艾施阿蕾（愿主喜悅他）隹述，先知嚻況：｀｀记

念真主的人和不记念真主的人，就好像活人和死人一祥。＂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悅：｀｀有两
句话，念起米経松，杯量时沉重，至仁主喜愛。迏就是： .&lu~ 

~1.&lu~ 。~」（暨頌真主超絶万物，咒借他的恩典我贊頲他，

蹩頌伟大的真主超絶万物。）＂（布哈里、穆斯林收呆）

主的使者邸又悅： "y,SI .JJI 」 .Ji\ y因） Y」.& .l4:...l I」 .&lu~(贊

頌真主超絶万物；一切焚頌全肛真主；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

真主至大。）念迏句话比太阻能照耀到的一切更令我喜悅。＂（穆斯
林收呆）

賈比尓（愿主喜悅他）伟述讠兑，我曾昕主的使者苓讠兑：｀｀最

好的物主讠司是： .JJI Y) ""3) Y (除真主外絶元皮受崇拜者）。＂（提尓密
吉收呆）

念主祠迷豪：

l一睡堂时念：~IJw户斗\~
（主啊，以你的名叉我生我死。）

2一醒米时念：」_,.:ill\~) 」逕乜1 乜~岑~I'-i斗I .Ji .l4:...!1 (一切贊頌

全肛真主，他使我亻「］死后夏生，只有他是臼宿。）
3一骑乘时念：

凸」 u-11 u) 」函fa ""3 \_j5; 乜」 11\ 囯仝尹斗I u~.ill .l4:...ll .JJI~ 

u~ 
（以真主的名又，一切贊煩全臼真主，贤頌真主超絶万物！

他为我亻［］制服此物，我亻「］対它本是元能的。我亻［］必定肛于我亻n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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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迸入住所时念：~L.. y:;. 0,a i.:.iL..1.:i.11 .,11 i.:.i凶~j.J'」（我求护于

真主完美的言调，免遭他所刨造的事物的仿害。）
5- 做小凈前念： .&I~ (以真主的名又）

6- 小凈后念：
.J_,,.,..) .J 0~1~01~t.J -1..l~y:;.'J 。-」 .illl'1! -1..!J'J 01~I (我作

证，除真主外絶元座受崇拜者，他秧一元偶，絶元伙伴。我作证，

穆罕默德蕊是他的仆人，是他的使者。）

7- 出家n时念： .&4'J) 屯为 Jy,.'J 」 .&I~wlS_; .&I~( 以真

主的名叉，．我托靠于真主，元能为力，唯兒真主的佑助。）

8一迸家訂时念：嗌_; W-:.J~」 ~..?-.ill\~.J~.J .ill\~( 以真

主的名又，我亻「］迸出，我亻［］只托靠我亻fJ 的主。）
9—祝福先知：

幽注1速」i~」 &I』 ~~L.6~Ji~」 ~~J..-~l
Ji~ 」-國 ~.:.is」犀.6~Ji~.J~~~.J4~1~~

~~I血 &ly,J
（主啊，求你祝福穆罕默德菡和他的眷厲，就如同你祝福

伊布拉欣圣人和他的眷厲－祥，你确是受贅的、光茉的。主啊，

求你降吉床給穆罕默德羋圣人和他的眷厲，就如同你降吉床給伊

布拉欣圣人和他的眷厲－祥，你确是受贊的、光茉的。）

10一早晨念：

.)~, 孳」 i.:.i_,...:i~」~~」 ~I~」 ~l~~I(主啊，以你

的名叉，梵借你的大能，我亻［］迎來了早晨，迎來了夜晚；以你的

名叉，兌借你的大能，我亻［］生，我亻［］死。夏生只厲于你。）

11 一晚上念：

~I 早」 i.:.i_,...:i~」-斗.J~I~」今鴴斗I (主啊，以你
的名又，兌借你的大能，我亻「］迎米了夜晚，迎米了早晨；以你的

名叉，免借你的大能，我ff]生，我亻fJ死。只有你是臼宿。）

(::.. +六）朋友

至高元上的真主讠兑：｀｀在那日，一般朋友将互相仇视，惟敬畏
者則不然。＂（《金怖章》： 67) 

真主悅：｀｀在那日，不乂者一面咬手一面讠兑：｀啊！但愿我曾
与使者同道。啊！哀哉！但愿我没有以某人为朋友。主的経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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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ai之后，他确已使我這背它。＇悪魔向米是遺弃人的。＂（《准則

章》： 27一29)

真主讽：＂于是他ff]走向前未，互相淡沱。他ff] 中有一今人讠兑：

｀我有一介朋友，他同我：你确是減信的l目？淮道我1f1死后，変为
尘土和朽骨的时候，坯必定要受揪酬隅？＇他讠兑：｀你1f1愿看他
隅？＇他俯视下面，就看見他在火狼的中央，他讠兑：｀以真主友誓，
你的确几乎陷害了我。如果没有我的主的恩惠，我必在被拘禁者
之列。'" (《列班者章》： 50一 57)

先知蕊 i,Jl: "一介人与他的密友的信仰是相同的，你亻「］可以

看看他与谁为友。＂（艾布·迏悟德、提尓密吉收呆）

先知蕊课：｀｀七神人，真主将在没有阻凉的那一天为他亻「］遮

阻：……两今人为了真主而互柑喜愛，为了真主而分窩。＂（布哈里、
稚斯林收呆）

鑄呤：

1一每介人都有朋友，座苗造掙那些可以助你向善的好朋友。
2一朋友如果指使你犯罪、否从真主，他也可能就是你最大

的故人。
3一与非穆斯林交朋友座對警惕，因为他亻「］可能佘阻止穆斯

林做善功、服从真主。

(.::. 十 k) 忍耐

至高元上的真主讽：｀｀皈信的人1f1啊！你亻［］肖堅忍。＂（《伊姆

竺的家厲章》： 200) 
超絶万物的真主讽：｀｀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釩慬，以及姿严、

生命、收荻等的換失，试验你仞，你肖向堊忍的人扳喜。＂（《黃牛
章》： 155) 

赤海布·本·森南（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远悅：｀｀信

士的事真奇特！所有的事情対他都是有利的。者遇到好事时他感

谢主，迏対他是有利的；者遇到坏事时他忍耐，迏対他也是有利

的。＂（穆斯林收呆）

艾乃斯（愿主喜悅他）侍述讠兑：我曾昕主的使者蕊悅：｀｀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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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真主讽：苗我以他的两令愛妻考验我的仆人时，如果他忍耐

了，我就賞賜他天堂米替代她倆。＂（布哈里收呆）

艾布·胡萊勒（愿主喜悅他）伟述，主的使者蕊讽：｀｀穆斯

林所遭受的疲芳、疾病、煉摘、忧愁、迫害、悲伪，甚至是被刺
扎了一下所受的痛楚，真主都佘因其而消抹他的罪述。＂（布哈里、
穆斯林收汞）

主的使者蕊又悅：｀｀皈信的男女始終在生命、子女和财严方

面經受着考验，直到他佘見真主，那时，他所有的罪這已被消抹。＂
（提尓密吉收呆）

鑄呤：

1 一做任何事都成忍耐，谨防劫怒，否則那祥佘失去經受考

验的回賜。
2一穆斯林所遭遇的各神不幸佘消抹他的罪近。

3一在順从真主和远窩罪惡方面忍耐，是最为貴重的。

4一穆斯林必多員満意真主的前定，真主是全知的、至睿的，

他最知道哪些事情対他的仆人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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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

堅信后世的存在是信仰六大基絀之一，只有対《古竺經》和

《圣圳》中有美后世的內容完全相信，才能成为信士。了解后世

的知沢，多多记想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迏佘対人严生重大

的影喃，使他更加虔滅敬畏，信仰堅定。执迷不悟，犯罪，都是
由于対夏生日和那一天的恐俱和严酷的疏忽。真主在描述那一天

的严酷讽：｀｀那使）L童変得白友苓苓的日子。＂（《披衣的人章》：

17) 真主又悅： "ft.. 人啊！你亻［］成肖敬畏你亻［］的主，夏活时的地
震，确是一件大事。在那日，你1n看見地震下每介乳母都被坏得
忘记了嬰JL, n下得每介孕妞都要流严；你把人if]看成醉汊，其实

他亻f]并非是醉汊，而是因为真主的刑罰是严峻的。＂（《朝覲章》： l 
-2) 

死 -c: 死亡是每令人在迏令世界的終結。至高元上的真主讽：

｀｀人人都要棠死的滋味。＂（《伊姆竺的家厲章》： 185) 又況：｀｀凡
在大地上的，都要毀夾。＂（《至人主章》： 26) 真主対他的使者蕊

況：｀｀你确是要死的，他亻［］也确是要死的。＂（《臥伍章》： 30) 任
何人都不能永远活在迏介世界上，真主流：＇｀在你之前的任何人，

我没有为他注定＊生。＂（《焱先知章》： 34) 
I- 死亡是一件确湝元疑的事情，即使迏祥，大多數人坯是

対它疏忽怠慢。穆斯林座者多多记想死亡，做好迎接它的准各。
赴在时岡逝去之前，以今世的善功为后世做准各。主的使者迄曾

悅：｀｀你亻「］者在五件事到米之前，把握住五件事：死亡到米之前，
把握住生命；疾病到米之前，把握住健康；忙碌到米之前，把握

住困暇；衰老到米之前，把握住青春；貧困到米之前，把握住富

有。＂（艾哈辺德收汞）

須知，死去的人不能将今世任何享受帶到坎墓里，而同他在
一起的只有他所行的善惡。因此，座者努力增加善功，梵主的意
欲，它可以使你荻得永久的幸福，脱漓火獄的惡罰。

2一人的泰命K短，除真主之外元人能移知晓。没有人能知

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或将死于何姓。因为迏些事厲于只有真主
知晓的幽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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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死亡的降瞄，是元法阻捎、推迟或逃避的。真主洸：｀｀每

介民族都有一介期限，肖他仞的限期到釆的时候，他亻［］不能耽延

一刻；肖其未米的时候，他亻［］也不能提前一刻。＂（《高灶章》： 34) 
4一信士1個終的时候，死亡天使合以美好的形态，帯着芳香

的氕味來I個他，坯有降仁慈的天使一同前來，以天堂向他扳喜。

至高元上的真主洸：｀｀凡讠兑迥｀我亻f1的主是真主''然后遵循正道
者，念天使将未l協他亻f1' 讠兑：｀你亻i]不要恐慎，不要忧愁，你亻［］成

蚩为你亻［］被预讠午的示园而高兴。'" (《奉綏米特章》： 30) 
不皈信真主的人瞄死时，死亡天使則変得外貌恐慎、面容漆

黑，和他一起來的述有負責刑罰的天使，向他通告将要遭受的慫

罰。至高元上的真主況：｀｀不乂的人正在 l佃死的苦痛中，念天使伸

着手讠兑｀你亻f1拿出你亻［］的炅魂吧！今天你亻［］要受辱刑的報酬，因

为你1f1假借真主的名乂而造语，并藐视他的迹象。'" (《牲畜章》：
93) 卦死亡米1個时，一切真相都呈現在人的面前。真主讠兑：｀｀等到

死亡降l悔他1f1 中，一旦有人瞄危时，他才讠兑：｀我的主啊！求你辻

我返回人阅，也讠午我能借我遺留的财严而行善。＇絶不然！迭是他

一定要讠兑的一句话，在他亻［］的前面，有一介屏障，直到他亻f] 夏活

的日子。＂（《信士章》： 99—100) 
翦死亡降1個时，否从真主的人、作惡的人都盼望能移再次回

到今世，以便多行善功。但是，苗机合和时伺逝去以后，他~的
懊悔是没有裨益的。真主讠兑：｀｀你将釆要看見不又者眼兄刑罰时讠兑：
｀坯有返回（尘世）的途後鵙？＇＂（《仂商章》： 44) 

5- 臼真前最后的一句话是：血 'JJ <I..\J';I (除真主外絶元皮受

崇拜者）的人得迸天堂，迏是米自十真主的恩典。先知琴況：｀｀谁

在今世最后的一句话是： .iii\'J) <I..\)'J (除真主外絶元皮受崇拜者），

得迸天堂。＂（艾布．迏悟德收呆）因为除了虔信迏句话的人以外，

在那祥－令困唯的时刻，灶在 1個死的痛苦中，其他人是元暇顾及

迏些的。所以依照圣行，陪伴的人座省給瞄終的人提念｀｀清真言 "0
圣人邙況：｀｀給你亻f]I個終的人提念｀除真主之外，絶元皮受

崇拜者'。"《穆斯林圣圳集： 916》不要急迫，以免瞄終者不耐煩，

而讠兑出不合适的言语。

玟某：先知臨況：｀｀咢一介亡人被放置在玟墓里后，他的伙

伴亻［］就窩玕了，他述能昕到他亻fJ的胭步声的时候，就有两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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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到他的跟前，対他讠兑：｀你曾怎祥淡讠令送令人（指先知）？＇如
果他是信士，就全回答：｀我作证，他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的使

者。＇迏时，有令声音合対他況：｀石看你座在火獄中的位置！而

現在真主已为你将它替換成天堂中的一令位置。＇他隨即看到了两

姓的情況。至于否从真主的人或伪信者，也合被［司道：｀你曾怎祥

淡讠合迏令人？＇他答道：｀我不知道啊，我曾人云亦云。＇此时，
有介声音対他況：｀你不知道，你也元法知道！＇接着他遭受到鉄

棰的重市，除了人和精炅以外，周围的一切都能昕見他的嚎叫声。＂
《布哈里圣圳集： 287》《穆斯林圣圳集： 1338>

在坎墓里: 人的炅魂要返回他的身体，送是后世的事，在現
世里，兌人的理智是元法知晓的。在坎墓里，根据令人不同的情

況，有的人将享受恩洋，有的人将遭受刑罰。至高元上的真主洸：
｀｀他亻［］朝夕受火刑。夏活时米睢之日，将流：｀你1fJ讠上法老的宗族
迸去受最严房的刑罪吧！＇＂（《赦宥者章》： 46) 主的使者嚻悅：

｀｀你亻「］逍祈求真主的护佑，以免遭玟中的刑罰。＂《穆斯林圣iJII 集：
2867> 健全的理智是不佘否从送一切的，因为現世生活中也有奕

似的事情岌生。比如：睡婪中，有人可能佘感到自己遭受了严历

的刑罰，并叫喊和求助，而他身辺的人対此却毫不知晓，所以生

死两令世界的差別元疑是更大的。

坎墓中遭受惡罰的人，他的炅魂和驱体都要受到刑罰。主的

使者迄況：＇｀玟墓是后世的第一步，如果能移順利通這，以后的事

情就合更容易。不能）颕利通這，以后将更加困唯。＂（提尓密吉收
呆： 223) 因此，穆斯林皮者多多地祈求真主的护佑，免遭坎中
的刑罰，特別是在結束扎拜之前皮多多祈持。并肖远高罪惡，它

是尋致在坎墓中、火獄里遭受愆罰的首要原因。

将迏令时段的您罰林作｀｀坎中的刑罰"'是因为在大多數情況

下，死去的人都要被埋葬在玟墓中。而其它一些情況，如：淹死
的、焼死的、被野曾吃掉的人，他亻［］将在｀｀柏尓裁赫"里（在死

后和夏生日到米之岡的那段时岡），根据各自的情況，或得享恩洋，
或遭受刑罰。

坎墓中的刑罰，包括了鉄棰的打市等多神。遭受刑罰的人，

他的坎墓漆黑一片，身下補着烈火，冇一道通向火獄的 fl 敞升着。

他曾干的惡行将以一令面容丑陋、衣着襤裱、帶着惡臭的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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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出現在他的面前，在坎墓里伴陡着他。如果他是一令否从真

主的人，或是一介伪信者，就将永遭刑罰。如果他是一介犯罪的

信士，那么，他将根据罪行的情況受到相皮的惡問。他所受到的

刑問可能在坎墓中就令停止。

行善的信士伯将在玟墓屮享受恩洋，他的玟墓合変得十分寛

敞，充淌了光亮，有一道通往天堂敞升着的n。天堂的馨香从送

里飄迸，他躺在其中。他所行的善功将以一名俊美的男子的形象

出現，在蚊墓里陪伴着他。

夏生 Q~共造象

1 —真主刨造了迏令世界，不是为了使它永存，它終将有毀

天的那一天。送一天，就是夏生日成立的日子，迏是不容置疑的

真理。至高元上的真主況：｀｀夏活日必定米l佃，迭是毫元怀疑的。"
（《赦宥者章》： 59) 真主況：｀｀不信道的人1f1讠兑：｀夏活日不佘米

1個我1f1 。＇你讠兑： ＇不然。指我的主友誓，它必米 1協你1f1 。'" (《塞
伯邑章》： 3) 

夏生日确是瞄近的，真主況：｀｀夏活时l悔近了。＂（《月亮章》：
1) 又悅：｀｀対久人的清算已経 l丨向近了，他亻［］却在疏忽之中，不加

以思维。＂（《焱先知章》： 1) 但是，夏生日的瞄近，不能以人奕所
从讠R的尺度去衡量的，而是米自真主的知沢，是和迏令世界己统

逝去的那段漫辰的时代相比絞的。

夏生日的知讠只只有真主知晓，任何被造物対此都是元知的。
真主讠兑：｀｀念人向你夏活在什么时候？你讠兑：｀那只有真主才知道。'
什么能使你知道它何时友生呢？夏活或讠午是很近的。＂（《同盟罕

章》： 63) 主的使者臨曾經讲述這一些夏生日瞄近的迹象：其中之

一就是友西哈· 旦伽利（狸眼的犏子手）的出現，他的出現是対

人突的一項严峻的考验。在頁主的定度之中，他能移做出一些速

反常規的事情，使很多人上者受犏。他可以做出使天降雨水、枯
草生辰、死人夏生等奇迹。主的使者蕊曾經提到，他是袖眼，他
帶着天堂和火獄，他帶米的天堂实际是火獄，火獄是天堂。他将
在大地上肆虐四十天，其中的一天相芸于－年的長度，另一天相
蚩于一介月的板度，坯有一天相卦于一介星期的長度，具余日子
的板度和正常的日子－祥。除了変加和変地那以外，他将走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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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所有的地方。

另外一令夏生日到米的迹象之一坯有変尓彥之子先知尓芽

（愿主賜他安守）的降瞄。他将在晨扎时降1個在大与士革西部的

白色尖塔上，他和人亻［］一起做了晨札后去讠寸伐旦伽利，最終将他

糸死。
太阻从西方升起，也是夏生日到米的迹象。卦人亻［］看到迏令

景象的时候悰恐万分，紛紛皈信真主。但是，迏时的皈信己經毫
元裨益了。除了迏些，夏生日到來的迹象坯有很多。

2一余瞄末日的只有那些惡劣的叛逆者。在迏以前，真主将

以一眸和风使者时的信士亻「］死去。世尽之际，苗真主意欲毀天焱

生时，先命令天使吹喃另角。肖人亻［］昕到另角时，全部昏倒在地。

真主況：｀｀呈角一咆，凡在天地 11司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意欲

的。＂（《臥伍章》： 68) 迏一天是星期五。在迏以后，所有的天使

都合死亡，只有至高元上、超絶万物的真主永存。
3一人的驱体除了尾骨的末端（人的基絀）以外，都合消亡，

被大地侵烛。但焱先知和烈士亻「］的驱体将不受大地的吞噬。真主

将从天上降下雨水，使人的驱体生辰。者他意欲夏活人炎时，先
将負責吹喃另角的伊斯拉菲勒天使夏活，然后，他吹喃了第二次
另角，真主夏活所有的被造物。人亻「］从玟墓里出米时，就像真主

最初造化他亻「］的那祥，赤身裸体，下身未做割扎。真主讠兑：｀｀弓角
一咆，他1n就从玟墓出釆，奔向他亻［］的主。" (《雅辛章》： 51) 又

悅：｀｀在那日，他亻f1将从玟中出米奔走，他亻f1好像奔到牌位－祥。

同时，他1n身遭凌辱，不敢仰视。那是他亻［］被警告的日子。＂（《天
梯章》： 43-44) 第一位大地为其裂玕，辻他从坎墓中夏生的人是

我亻「］的先知穆罕默德$, 正像他所讲述的那祥。然后，人亻［］被驱

赴到集合汤，那是一玦户岡、平坦的地方。否从真主的人亻［］将用

股走到那令集合汤，有人曾祠主的使者$: "他亻［］怎祥用脫行走

呢？＂他答道：｀｀那令使他亻(]用朐行走的主宰，完全有能力讠上他亻fJ

用脫走路。＂《穆斯林圣洲集： 2806》那些拒絶记念真主的人亻「］，
被集合起米的时候将是瞎的。那时的太阻距人很近，灼熱雉耐，

人亻「］根据各自善功的多寡，不同程度地浸在汙水中。有人的汙水

到迏了踝骨，有人的汗水没這了腰部，坯有人的汗水已到了嘴辺。

在那介元灶遮阻的日子里，真主将一些人庇护在自己的阻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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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蕊讽：｀｀七秭人，真主在元灶遮附的那一天将他ff]庇护在

自己的阻凉之下：公正的伊坞目，在敬拜真主中成校的青年，心

与清真寺相联的人，为了真主而互相喜愛、聚散窩合的人，者有

杖势的美女召喚他时，他悅｀｀我害怕真主"的人，秘密施舍，甚
至用右手施舍，左手都不曾知晓的人，暗自记念真主而戏眼流沮

的人。＂《布哈里圣洲集： 1031》《穆斯林圣洲集： 1423》以上迏些

并不考指男子，妞女也同祥要依自己所行的善悪受到相皮的賞罰，

対于后世的清算，男女是同祥的。那一天，在那朴情況下，人亻［］
合非常干渴，那一天的校度是五万年，但是信士亻fJ合非常快地渡
述那一天，就像完成一番主命扎拜那祥。穆斯林伯将來到先知的

御池佽水，迏令池塘是真主賜予我亻fJ的先知蕊的宏恩。夏生日那

天，他的民焱将佽迏介御池水。它的水比奶坯白，比蜜坯甜，它
的勺味比麝香坯美，取水的容器与天上星星的數目相同。谁佽了

一口迏里的水，将不再佘口渴。人亻［］将在迏令集合汤上停留很枚

时岡，等待着対他亻fJ的巨分和宙算。 K时岡的站立等待，再加上
如此严峻的汤合和太阻的灼熱，使得他亻［］要尋求能移在真主那里

为他亻「］讠兑情的人。他亻fJ先來到人祖阿丹（愿主賜他安守）那里，

他没有接受他亻［］的要求；又米到先知努哈（愿主賜他安宇）那里，

他也没有接受，然后，他亻「］相继米到先知伊布拉欣、穆菸、尓菸
那里，他亻［］都没有接受焱人的要求。他亻「］又米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蕊那里，他悅：｀｀我是担負迏令任各的。＂他在｀｀阿尓世＂室座下

向真主叩~. 贊頌真主，真主皮准了他的祈求。先知昕到一令声

音対他流：｀｀穆罕默德！抬起你的失。你所祈求的就能得到，你的
讲情能荻皮准。＂以真主的意欲，升始了后世的宙算。先知穆圣鞏

是第一位接受宙算的人。

人的一切工作中，最先受到宙算的是他的拜功。如果拜功受

到了真主的从可和接受，再考查其它的工作。如果他的拜功没有

述美，其它的工作也被駁回。人将被 l可到五件事情：一生是怎祥

度近的，青春是怎祥利用的，鈛财是从哪里賺取的，花費到了什

么地方，掌握的教律知讠只是怎祥遵照执行的。

在人与人之［司的事各中，首先受到清算的是血債。那一日，

用以抵罪的将是所行的善功，作惡者的善功将給予被害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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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功用尽，就要替被害人背負其所干的罪惡。那时，火獄上将架

起一道析，它比失岌坯细，比釗刃述烽利，人亻fJ将根据各自不同

的情況从它的上面通述。有的人經近它只需一瞬 l、司，或像経风吹

逍，或像晙舄－祥弋奔而迥，有的人費力地爬迥。柝上有很多鉄

钓子，将人钓住抛到火獄里。否从真主的人和一些犯罪的信士将

堅入火獄。那些否从真主的人，将永居火獄，而犯罪的信士，将

梵真主的意欲在其中接受愆罰，然后脱窩火獄，迸入天堂。兌真

主的意欲，一些先知、使者和虔滅敬畏的人亻［］将得到允讠午，为一

些堅入火獄的从主袖一的信士伯讲情，真主就因此使他亻［］脱窩火

獄。通迥迏道析的人亻「］（得迸天堂的人亻「］）将在天堂和火獄之冏

停住，任何一介弓待他的兄弟的人都不能迸入天堂，直到他亻［］在

迸入天堂之前把以前的恩怨了結，并互相喜悅。省天堂的居民迸

入天堂，火獄的居民堅入火獄之后，死亡将以－只羊的形象在天

堂和火猿的居民的注视下被宰汞。此后，－今声音況道：｀｀天堂的

居民1fJ啊，你亻「］永居其中，再元死亡。＂天堂的居民荻得了元与佗
比的喜悅；火獄的居民将面睢致人死亡的忧份。

火獄又共刑罰

至高元上的真主況：｀｀你1n 肖防各火袱，那是用人和石做燃料

的，已为不信道的人1n预各好了。＂（《黃牛章》： 24) 主的使者咢

曾対圣訂弟子伯洸：｀｀你亻「］現在所燃的火，只是火獄烈火的七十分

之一。＂他亻fJiJl: "以真主岌誓，主的使者啊，就是迏祥的火也已

统足夥了。＂他讠兑：｀｀火袱中坯要再增加六十九令烈火，每一令都

与它同杼灼熱。＂《布哈里圣洲集： 2843》、《穆斯林圣圳集： 3265>
火獄有七屄，－尼比一屄的刑罰严历，根据不同的罪行，每

一屄都有人在其中接受愆罰。伪信者在火獄的最底居接受最严历

的惡罰。否从真主的人亻［］将永居火獄接受慫罰，每翌他亻fJ被烈火

侥焦时，就又被換上新的皮朕，以接受更加严历的刑罰。真主況·

｀｀每蚩他亻f1 的皮朕焼焦的时候，我另換一套皮朕給他亻［］，以便亻區
仞棠试刑罰。＂（《妞女章》： 56) 又況：｀＇不信道者，将遭火猿的火

刑，既不判他亻f1死刑，辻他亻f1死亡；又不減経他1fJ所遭的火刑。
我迏祥扳酬一切忘恩的人亻f]o" (《刨造者章》： 36) 他亻fJ在火獄里

帶着繚銬，脖子上套着枷縯，真主況：｀｀在那日，你将看兄罪人亻［］

帯着桎梏，成戏成対地被捆綁起米；他亻［］的村衣是用源青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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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将筌罩他1f1 的脆。＂（《易布拉欣章》： 49一 50) 火猿里，罪人亻fJ

的食物是｀攢苦木''真主讽：｀｀｀攢苦木＇的果实，确是罪人的食
品，象油渣祥在他1fJ 的腹中沸騰。＂（《姻霎章》： 43 一45) 先知即

附述了火獄刑罰的严历，也闈述了天堂恩洋的宏大。《穆斯林圣iJII

集》中记裁：若将否从真主的人1fJ中在今世最享幸福的人浸入到

火獄里，只是一下，然后何他：｀｀你曾享受近幸福喝？＂他佘回答

悅：｀｀不，我絶没有享受迥幸福。＂只因在火獄中浸洞了一下，他
就佘将曾經享受的所有茉华富貴忘得一千二淨。若将信士中最貧

苦的人浸入到天堂中，只是一下，然后祠他：｀｀你曾遭受貧苦嗚？＂

他合回答：｀｀不，我絶未曾遭受貧苦和伪害。＂《穆斯林圣iJII 集： 2807>
只因在天堂中浸洞了一下，他就佘将曾經遭受的所有限唯困苦忘

却。

天·奎的描述

天堂是虔滅的信士伯永久的臼宿，其中的恩洋是人癸未曾見

述，也不曾昕讠兑，更是想象不到的。至高元上的真主悅：｀｀任何人

都不知道已为他亻flro邙·藏了什么慰藉，以接酬他亻fl 的行为。＂（《叩失
章》： 17) 天堂中也有很多等级，信士伯根据自己的善功在天堂中

荻得不同的居所。真主讠兑：｀｀真主将你1f」中的皈信者升级，并将你
仞中有挙祠的人亻f」提升若干级。＂（《辯泝者章》： 11) 

天堂的居民可任意享用自己喜好的食物和佽料，天堂中有水

原不変的河流，味道純正的奶河，純淨的蜜河，美味香醇的酒河，

那酒与現世的酒不同，真主況：｀｀有人以杯子在他1fJ之 1司挨次侍逸，

杯中満盛醴泉，颜色洁白，坎者元不郗为美味；醴泉中元麻醉物，

他亻f]也不因它而酪酊。＂（《列班者章》： 45 一47) 天堂的居民将有

美目、白皙的女子做他ff]的伴侶，先知等況：｀｀如果天堂中的女子

注视一下大地上的人亻fJ' 天地阅就合被照亮，充淌馨香。＂《布哈

里圣洲集： 2796>

天堂的居民所享受的最重大恩洋，就是奈眼看見清高至尊的

真主。他亻［］不再有大小便，也再没有鼻涕和痰。他亻fJ的梳子是金

制的，汙水是麝香。迏是永恒的恩涌，不合停止或減少。先知羋

悅：｀｀得迸天堂的人将享受恩洋，衣服永不破汨，青春永註。《穆
斯林圣讠川集： 2836》天堂居民中最薄福的人（即：最后一令脱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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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獄迸入天堂的人）所享的恩洋，要比現世所有的一切強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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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副朝（私心）

一介穆斯林一生中必颎完成一次副朝，因为至高元上的真主

讽：｀｀你亻［］蚩为真主而完成正朝和副朝。＂（《負牛章》： 196) 根据

令人的能力，副朝是可以做多次的最貴重的功课。副朝者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受戒。

·失式：迏是迸入副朝的升始。受戒之后，一些平常允讠午做的

事物就受到禁止，因为，此时已經迸入了拜主的功修。受戒是副

朝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副朝者如果米自変加以外地匡，烛在主的使者琴所指定的五

灶戒失中的任何一灶受戒。送五灶戒天是：

1一祖勒侯萊法，它是変地那附近的一座小村庄，現在被杯

作｀｀艾布亜尓·阿里＂，迏里是変地那人的戒美。

2一祝哈法，是距拉彼額很近的一令小村庄，如今人亻「］都在

拉彼額受戒。它是沙姆地巨人亻［］的戒美。

3- 噶尓努·変那玆勒，位于塔依夫附近。它是內志德人的

戒美。
4- 耶萊姆萊姆，距変加约七十公里，是也 l、 1人的戒美。

5一扎特·尓勒格，是伊拉克人的戒美。

迏些戒失是先知苓为以上提及的各方穆斯林指定的戒美，也

是从迏些地方經這的立意正朝或副朝者的戒美。変加本地的居民

在他亻［］的家中受戒。

灸戒淆的圣行

1 一剪指甲，拔除或剔掉腋毛，剪髭，剔朋毛，做大凈，香
料抹在身体上，而不是在戒衣上。

2一脱下依肢体缝制的衣服，換上上下两玦戒衣。妞女可以

任意穿服裝，注意遮蔽羞体，避免露出妝怖。在有非直系男子的
汤合皮遮蔽脫和戏手。不要戴手套和面紗。



亨苛是知璟臧毽 囯
3一如果正是扎拜时伺，就皮前往清真寺參加集体扎拜。要

不就札两拜（小凈后的两拜圣行），然后举意为做副朝受戒，它的

方式是：念 "oy,c-~I~" (主啊，我咱皮你的另召，做副朝。）

灸求时的紮戎

一些平常允讠午事情，受戒之后由于迸入了功修而成为禁戒，

迏些成为禁戒的事各有：

1 一去除失友和身体任何部位的毛岌。需要时経経抓侥失皮

元妨。
2一剪指甲。一旦指甲斷裂，或刺痛手指，剪掉它元妨。
3一涂抹香料，使用香皂也是被埜止的。

4一性交及尋致友生性交的事各，如：汀婚、怀有情欲地注

视畀性、愛搓、奈吻等。
5一戴手套。
6一狩猶。
迏些事情対于男女朝覲者都是被禁止的。

対于男子述有其它一些禁戒：

1一穿依肢体缝制的衣服。但受戒者可根据需要戴手表、眼

鏡等。
2一直接戴在染上的遮蔽物，不是直接戴在染上的遮蔽物則

元妨，如：遮阻傘、汽牢、帳篷等。
3一穿抹子。如果没有拖鞋可以穿皮抹。

遠仄禁求有三秤情況：

1一元故連反。犯者有罪，座交罰羰。
2一由于需要而造反禁戒。干犯者元罪但座拿罰騏。
3一迪反禁戒但有可以原涼的原因：由于元知，或因遺忘，

或非出自愿。迏神情況下，干犯者元罪，也元需罰賅。
受戒之后，副朝者便可前往変加禁寺。

坏杜天房

盅迸入交加禁寺时，依照圣行皮先辺右胸，并念：
" ylY-1 J &3IJ -.r-.iij l.}」免 1 斗I ii.ii 」_,....,.) _.,.le r)LJI J o~IJ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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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以真主的名又，杯贊、祝福和安宇厲于真主的使者。主啊，

求你侥恕我的罪迥，并为我升启你的慈恫之口。）迏一段是在迸任

何一座清真寺时都皮念的祈棒调。此后，直接走向天房，玕始坏

特。
坏特天房：即以坏特天房七周为形式的崇拜真主的功修。以黑

石角作为起煮和終煮，逆时針方向坏特，使天房灶于坏特者的左

側。坏特天房皮帶有小凈。坏特天房的形式如下：
1一米到黑石灶，用右手犹摸它，并念：
"Jfol All .J All~" (以真主的名叉玕始，真主至大。）如果可以

做到的话，就奈吻黑石。如果元法奈吻到黑石，可以用手抗摸它，
然后吻手。如果摸不到黑石，則可面向黑石以手示意，念：｀｀采;I All" 

（真主至大）元需吻手。然后，使天房灶于自己的左側，逆时針

升始坏特，其I、司可隨意向真主祈椿，或者诵渙古竺經。朝覲者可

以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和他人祈椅。没有固定的坏特天房的祈持

调。
2一到迏也 l、1角的时候，如果能移的话，可以用右手抗摸也

n角，并念： "Jfol All .J All~" (以真主的名又，真主至大），不吻
手。如果元法做到，就继维前迸元需用手示意，也不念大贊调。
在途經也 I、1角和黑石角之「司时的祈棒调：

.JUll yl~\.ii 」 ~o_j,..'ii~.J~ ~.lll'.1且正因u

（我ff] 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賜予我亻「］美好，在后世也賜予我

亻「］美好，求你护佑我亻［］免遭火猿的刑罰。）（《貲牛章》： 201) 
3一到迏黑石角时，用手抗摸黑石。如果做不到，抬手向它

示意，念 "J#.I Ail" (真主至大）。就迏祥完成了坏特天房七圈中的

一圈。接着继维完成剩余的几圈坏特。

4- 继维坏桔，形式同第一圈－祥，直到七圈結束。每蚩统
近黑石时，都要念大蹩调，完成第七圈之后也是迏祥。在前三圈
里小步快走，后四圈步行是圣行。依照圣行，在前三圈中皮将上
身戒衣从右肩下统述，使戒衣的两端都搭在左肩上，露出右側手

臂和肩膀。前三圈小快走和露出右臂膀，只是正朝者或副朝者抵

迏変加后所做的首次坏特时送么做。

坏餑結束以后，在先知伊布拉欣站立灶札两拜是圣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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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布拉欣站立之后方做札拜，使其姓在札拜者和天房之「司。在

做扎拜之前，皮先将上身的戒衣重新穿好，遮益住戏肩。在第一

拜里念《法啼哈》和《不信道的人亻f」》章，第－手手里念《法啼哈》

和《忠滅》章。如果由于拥拚而元法在伊布拉欣站立灶做扎拜，
則可在禁寺的任何地方扎。在送以后，铇佽滲滲泉水是圣行。

卑法一夭尓沃西屮 ill] 杏走

完成坏赭天房以后，走向賽法小山，走近时诵珙送段經文：

｀｀賽法和斐尓沃，确是真主的柝讠只。举行大朝或小朝的人，元妨

游此两山。自愿行善者，（必得善揪），因为真主确是厚報的，确

是全知的。＂（《黃牛章》： 158) 登上賽法，直到能哆看到天房，
然后面向天房，捧起戏手，感贊真主，根据自己的意愿祈椿。可

念迏段祈待调：
,~.l! f「氹 ..,Jc y'I」~鹵j洫~I~,~ ~j;;. ll~: 的~I Ll囟 ll

-~~: 正心-勺I f'Y'」；¥:今」，；名 ~I~:的 ~I Ll圀 U
（除真主以外，再元座受崇拜者，他袖了元偶］一切枚利由

他掌握，所有的贤頌都厲于他，他対于万事是全能的。除真主以

外，再元成受崇拜者，他是抽一的。他实贱了他的讠午约，援助了

他的仆人，狸自由退了同盟罕。）（念三遍）

然后，托时冏祈椿。
做完祈持之后，走向変尓沃。酋到迏緑色杯志灶时，依照圣

行，根据自己的能力疾跑，直至另一介緑色杯志灶，糸件是不得

妨碭他人（疾跑只限于男子，如女元需疾跑）。到迏変尓沃后，面
向天房，捧起戏手，像在賽法时那祥祈待。迏祥就完成了两山冏

七趟奔走中的一趟。做完祈待，从変尓沃下米，再向寨法走去，

做法与第一趟的做法相同。在奔走的這程中多做祈待。

完成两山奔走之后，副朝者即可玕戒，至此，他已圓満完成

了副朝功课。

刮朝的玉本妾素（另...JI 0幻）

1- 受戒。
2- 坏特天房。

3一在賽法－変尓沃两山之冏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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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弃了任何—項基本要素者，其副朝元效。

刮朝十的必行字塤 (o.>-11 u~lJ) 

1 一在戒哭受戒。
2一剃失或剪短升戒。

己

放弃任何一項必行事項者，需要宰牲罰賅，施舍給禁地的夯

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