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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赞颂皆归安拉，祝福封印至圣，我们的先知穆罕
默德·本· 阿布杜拉（愿安拉福安之）！ 

        弘扬伊斯兰教知识，对于阐明伊斯兰教之真

谛，巩固其基本，振兴其民族，确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就是麦地纳大学以宣教和教学的方式去实

现的宏伟目标。为此，麦地纳大学文化研究部制定和参

与了许多计划，以及有知识性，目标性的项目。例如：

学习伊斯兰及其优越性，以最正确的知识来帮助伊斯兰

民族的下一代认识伊斯兰的信仰和教律。 

        编辑《伊斯兰的要素》一书即为麦地纳大学

文化研究部的项目之一。它由麦地纳大学的部分学者，

教授指导，并委托文化研究部学术研讨组研究，补充，

完善；侧重以《古兰经》和《圣训》的证据来围绕，总

结知识性的结论。 

       通过这次学术研究，文化研究部企盼尽可能的

让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获得有益的宗教知识，因此，将

其译为世界性的文字传播，并可在互联网上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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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让我们祈求伟大的安拉恩惠沙特政府

为服务，传播伊斯兰教，重点培养麦地纳大学所付出的

重大贡献。 

         祈求伟大的安拉使广大群众获益此书，使文

化研究部成功完成其余项目，并使我们全体获得他的喜

悦，成为正道的宣扬者，真理的援助者。 

          求安拉赐福，安庆其使者与仆人，我们的

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眷，圣门第子。 

 

 

 

                         麦地纳大学文化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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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见证：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
主的使者 
 
   这两句真言是进入伊斯兰教的金钥匙，最重要的基
本。任何人只要吐此真言，行其所指，皆为穆斯林；异

教徒因此而入教。 

     

 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意义 

     

     吐其言，知其义，行其要。至于吐其言而不知其

义，不遵其要，则公认为不益，反而伤之。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的意思是：除独一清高的真主外，无真正受拜

的主宰。 

    

    这句真言的两个要素是（否与定）。否定除真主以

外的所有主宰；肯定真主的独一无偶。同样也包含否认

一切偶像—即除真主以外的人，石，树，私念，欲望

等—憎恶它，远离它；口吐真言，而崇拜除真主以外的

偶像，其实并没有做到其实要。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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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بقرة}لرمحن الرحيم هو ا إالّوإهلكم إله واحد ال إله {
١٦٣                       

“你们所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
拜 的 ； 他 是 至 仁 的 , 是 至 慈 的 。 ”                                  

——黄牛章第 163节 

 

安拉说： 

 فقد  فمن يكفر بالطاغوت ويؤمن باالغي الدين قد تبني الرشد  من  يفال إكراه {
 ،سورة البقرة  }هلا وا مسيع  عليم صامانفال  استمسك بالعروة الوثقى

 ٢٥٦ :اآلیة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

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

是全聪的,是全知的.--黄牛章第 256节 

   

   主宰的意思是:真正的应受崇拜的.谁认为主宰只是

创造万物者,分配给养者,有能力创造者,并放弃以功修

拜主的话,那么,"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并不能使他加

入伊斯兰,将在复生日也不可能使他脱离火狱里永久的

刑罚.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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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اء واألرض أّمن ميلك السمع واألبصار ومن خيرج قل من يرزقكم من الس{
 ومن يدبر األمر فسيقولون ا فقل أفال احلي من املّيت وخيرج املّيت من احلي
     ٣١ :اآلیة ورة یونس،س     }تتقون

                        
"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养?谁主持你

们的听觉和视觉?谁使活物从死物中生出?谁使死物从

活物中生出?谁管理事物?"他们要说:"真主."你说:"难

道你们不敬畏他吗?  "                         __

优努斯章第 31节 

 

安拉说: 

 ،رة الزخرفسو }وألن سألتهم من خلقهم ليقولّن  ا فأّنى يؤفكون{
 ٨٧ : اآلیة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他们,他们必定说:"真

主 ." 他 们 是 如 何 悖 谬 的 呢 ?                                          

__     金饰章第 87节 

                                

 

二:“讨黑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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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除无知，详知其义__否与定_;即:否绝除真主

以外的任何崇拜,肯定真主之独一无偶,无以伦比. 

 

2:毫不怀疑的坚信.即:毅然,果敢,坚信不移的吐此

真言. 

 

3:不加反抗的接受.即:用内心和语言来接受此真言

之精髓,相信信息,顺从命令,避免禁令,不反对教条和任

意曲解. 

 

4:永不放弃的顺服.即:仆民表里如一地服从此真言

的精髓. 

 

5:不容欺骗的诚实.即:表里如一地,发自内心地表

白. 

谁口吐真言,但内心否认其义,那毫无意义.就像伪

信士,口是心非. 

 

6:虔诚敬畏拒绝以物配主.即:`仆民以纯朴的意念

清除功修中以物配主的瑕玷. 

 

安拉说: 

 ،سورة البینة }ا خملصني له  الدين حنفاءوما أمروا إال ليعبد {
  ٥ :اآلی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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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奉命崇拜真主,虔诚敬意,恪遵正教."___ 
明证章第 5节 

 

7:不容憎恶的喜爱：即：喜爱这句真言及其精要。

喜爱紧遵真言律例之人；反之憎恶，其意为：喜爱真主

高于一切，与喜爱真主和圣人为伍，即使有违私欲；为

真主所恨，与真主和圣人的敌人为敌，即使有违私欲。 

 

安拉说： 

 إبراهيم و الذين معه إذ قالوا لقومه إّنا برأء يفة قد كانت لكم أسوة حسن{
منكم و مما تعبدون من دون  ا كفرنا بكم و بدا بيننا و بينكم العداوة و 

        ٤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ممتحنة}البغضاء أبدا حتى تؤمنوا  با وحده 

                       

“易卜拉欣和他的教徒，是你们的好模范。当

时，他们曾对自己的宗族说：”我们对于你们，和你们

舍真主而崇拜的，确是无干的，我们不承认你们。我们

彼此间的仇恨，永远存在。直到你们只信仰真主。” 

                   ——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4节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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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 من  الناس من يتخذ من دون  ا أندادا حيبوهنم كحب ا و الذين أمنوا {
  باد ح١٦٥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أش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作真主的匹

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像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

人们，对于敬爱真主，尤为恳挚。 

                                            

——黄牛章 165节 

 

谁虔诚说了“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并且，远离了

大大，小小的以物配主的，异端的，罪恶的行为，那

么，他在今世迷途知返，在后世得以免遭火狱之刑。 

                                    
每个人都必须完善这些条件，即：完全落实在自己

身上，不仅仅是背记而已。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句真言就是拜主之独一

性，它是“讨黑德”分类中最为重要的，众先知和宗族

们曾为此发生分歧，也为此而派遣众使者。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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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ورة   }ولقد بعثنا فى كل أّمة رسوال  أن ععبدوا  ا  واجتنبوا الطاغوت{
  ٣٦ :اآلیةالنحل،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说：“你

们 当 崇 拜 真 主 ， 当 远 离 恶 魔 。 ”                      

                             ——蜜蜂章第 36节 

    

安拉说 

  }و ما أرسلنا  من قبلك من رسول إأل نوحى إليه أنه ال إله إأل أنا فاعبدون {
  ٢٥ : اآلیة ،سورة األنبیاء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

之外绝无应受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众先知章第 25节 

   

 既然谈到“讨黑德”那就解释一番。 

 

讨黑德定义：拜主之独一性就是肯定独一无偶的真

主是唯一拥有被全体被造物崇拜的主宰。  

   
讨黑德名称：被称为拜主之独一性是因为建立在对

真主的顶礼膜拜上，其他名称如下： 

   

  第一：功修独一性。指：虔诚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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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意念独一性。指：一切功修只为真主之尊容。 

  

  第三：志向独一性。指：端正虔诚拜主所必须的态

度。 

   

  第四：需求独一性。指：一心一意乞求真主。 

   

  第五：工作独一性。指：全心全意为真主工作。 

  

  裁决：每个信士必须具备拜主之独一性，并遵行其

要；因为凭它才可以进入伊斯兰，脱离火狱的刑罚。它

是信士首要遵行的任务；是在宣教和教育中不同于其他

的第一件事，其重要性可由《古兰经》和圣训证明。真

主因此而创造万物和降示经典。 

 

清高的安拉说： 

 سورة  }مآبقل إّمنا أمرت أن أعبد  ا  وال أشرك به  إليه أدعو و إليه {

    ٣٦ :  اآلیة،الرعد
“你说：“我只奉命崇拜真主，而不以物配他，我只号

召 人 崇 拜 他 ， 我 只 归 依 他 。 ”                   

——雷霆章第 36节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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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٥٦ :اآلیة،ریاتاسورة الذ }و ما خلقت  اجلّن  واألنس  إّال  ليعبدون{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

我。”                                                                                     

                  —播种者章第 56节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对穆阿子（愿安拉喜悦之）

说：你将对一伙有经典的人们宣教，所以，你当先教他

们“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如顺从，则告知他们“真

主已命令他们每日礼五次拜功”，如顺从，则告知他

们：真主命令他们交纳天课，取自富人，用之穷

人”。——布、穆公认。 

 

信主独一是真正的最优越的工作。是最消除罪恶

的，布、穆传述，阿特班（愿安拉喜悦）的圣训“真主

确已禁止，虔诚的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人进入

火狱。 

 

众使者统一宣扬信主独一： 

 

众使者共同劝化他们的宗族到“万物非主，唯有真

主”上，警告他们背弃 

它；犹如《古兰经》在多处阐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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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说： 

 } إليه  أّنه ال إله  إال أنا فابدوننوحيو ما أرسلنا من قبلك من رسول  إال {
     ٢٥ : اآلیة ،بیاءنأل ا:سورة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

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众先知章第 25节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确已打了一个比喻，来阐明

众先知宣教的统一性，他说：“众先知好比是同父异母

的兄弟，他们的母亲不同，但他们的信仰是一个。”众

先知的信仰是一个，那就是信主独一，即使不同时期的

教法有些不同，就好比同父异母的兄弟。 

  

 三：见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意义 

 

1：“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意义：顺服他的命

令，相信他所说的，远离他所禁止的，只按他的教义崇

拜真主。 

 

  2:落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意义。 

   

以正信落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意义，完

全的坚信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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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派遣到精灵和人类的使者。是封印万圣的使者，他

是真主的亲信，不具备任何神性。应追随他，重视他的

命令和禁令，常守他的言、行和诚信。 

安拉说： 

 ،سورة  أألعراف } رسول  ا  إليكم  مجيعاإنيقل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

  ١٥٨  :اآلیة
“你说“人们啊！我确是真主的使者，他派我来教

化你们全体。” 

                                              

——高处章第 158节 

安拉说： 

             ٢٨ :اآلیة ،با سورة س}بشريا و نذيراوما أرسلنا إال كافة للناس {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 —
—赛伯邑章第 28节     
 

安拉说： 

             }ما كان حممد أبا أحد من رجالكم ولكن رسول ا وخامت النبيني {
  ٤٠:اآلیة: ألحزابا ةسور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

的 使 者 , 和 众 先 知 的 封 印 。 ”     

                                                        ——同盟军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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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说： 

   ٩٣ اآلیةمن  ،اإلسراءسورة   }ربى هل  كنت إال بشرا رسوال قل سبحان{

 
                                     

“你说“赞颂 我的主超绝万物！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

的凡人” 

                                                

——夜行章第 93节 

这其中包括： 

第一：内心承认他的使命。 

 

第二：口头表述。 

 

第三：执行他所带来的真理，放弃他所禁止的虚假。 

                                      

安拉说： 

                                       

 فأمنوا با ورسوله  النيب األمى  الذى يؤمن با وكلماته وإتباعوه لعلكم{
  ١٥٨ اآلیةمن :       سورة أألعراف }هتتد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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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

及其言辞的，但不识字的先知——你们应当顺从他，以

便你们遵循正道”                           ——高处章第 158节 

 

第四：相信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所说的一切。 

 

第五：喜爱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超过喜爱自己，金

钱，孩子，父母，等所有的人，只因为他是真主的使

者，喜爱他就是喜爱真主。 

     

   真实的喜爱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就是跟随他，服

从他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援助他，和他交往。 

 

安拉说： 

}   قل إن كنتم حتبون  ا فاتبعونى حيببكم  ا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٣١ اآلیةمن  :سورة  أل  عمران 

 

“你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

从我），真主就喜爱你们，就赦免你们的罪过。”                   

                                            ——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31节 

 

   艾乃斯（愿安拉喜悦）的圣训：穆圣（愿安拉福安

之）说：“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穆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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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喜爱我胜过喜爱他的父母，儿女，和人们。”——

布、穆公认。 

 

安拉说： 

فالذين  أمنوا به و عزروه ونصروه واتبعوا النور  الذى أنزل معه أولئك هم  {
                                       ١٥٧ اآلیةمن : سورة أألعراف }املفلحون 

 

“故凡信仰他，尊重他，援助他，而且遵循与他一起降

临的光明的人，都是成功者。”                                          

                                                           ——高处章第 157节 

                                
 第六：坚信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圣行就是伊斯兰

教的立法根源，它就像[古兰经]一样，不能用理智来反

驳。 
 

第七：遵循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圣行，让他的言辞

优先于每个人的话，顺从他，按他的教法办事，情愿一

切。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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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ال وربك ال يؤمنون حتى  حيكموك فيما شجر بينهم ثّم ال جتدون فى أنفسهم {
                                 ٦٥ :اآلیةسورة النساء،    }حرجا  مما قضيت و يسلموا تسليما

                       _          
“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

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

且他们完全顺服。”                         ——妇女章第 65节 

 

四：俩作证词的优越性 

信主独一的优越性，古兰经和圣训可以证明： 

 

第一：它是伊斯兰教的第一要素。宗教之源，教门之

本。它是进入伊斯兰教的 

第一个门槛，天地因它而成立。 

 

第二：落实它就等于具备了信主独一和依穆圣（愿安拉

福安之）的圣行办事。 

 

第三：它是保护财产和生命的因素，谁表决了它，就等

于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第四：“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确已高过一切工作，最

可罚赎罪恶，复生之日加重称量。它是进入乐园，脱离

火狱的因素。假若把天地放在一个秤盘，把“万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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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唯有真主”放在另一个秤盘，“万物非主，唯有真

主”定能侧重。 

   

   穆斯林通过安巴德（愿安拉喜悦）的圣训：“谁作

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和仆

人，真主就免他进入火狱。” 

第五：它集念词，祷词和赞美于一体。包括功修的祷

词，求助的祷词。它含最多的祷词，并且最容易得到。

它是美好的言辞，坚固的把柄，虔诚的词语；天地因它

而成立，万物因它而被造，众使者因它而派遣，经典因

它而降示，圣行，主命因完美它而受定制，圣战之剑因

它而出鞘；谁虔诚，忠实，喜爱，接受的说了它，就会

按其行为入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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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二：拜功 
   

   拜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功课，最明显的明证。伊斯

兰教非常重视，关注拜功，并阐明了拜功在众功课之间

的优越性和重要地位。它是真主和仆人之间的纽带，并

以此可看出仆人如何遵守真主的命令。 

 

拜功的定义： 

字义：祈祷；安拉说： 

      ١٠٣ اآلیةمن : سورة التوبة }وصل عليهم إّن صالت سكن هلم{
“你要为他们祈祷，你的祈祷确是对他们的安慰。”—

— 忏悔章第 103节 

 

教义：它是包括专门的言行，以大赞词开始，以赛俩目

结束的一种功修。 

 

言为：大赞词，念开端章，赞词，祷词等等。 

行为：站立，鞠躬，叩头，打坐等等。 

 

拜功对于众先知[愿安拉祝福他们]的重要性 

 

  拜功被认为是派遣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之前天启宗

教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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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伊布拉欣圣人（愿安拉福安之）乞求真主，使

他和他的子孙成为礼拜之人。 

 اآلیة :سورة إبراھیم} علنى  مقيم  الصالة  ومن  ذّريتىرب اج{
٤٠                      

“我的主啊！求你使我和我的一部分后裔谨守拜功。” 
 — 伊布拉欣章第 40节 

 

易司马仪圣人（愿安拉福安之）曾命令其家属礼拜， 

           ٥٥ اآلیةمن :سورة مریم  }و كان  يأمر أهله  بالصالة  و الزكاة{
“他曾经命令家属谨守拜功，完纳天课。”   

——麦尔彦章第 55节  
 
真主曾呼唤穆撒圣人（愿安拉福安之）： 

               }إّنى أنا  ا   ال إ له إّال  أنا فاعبدنى وأقم  الصالة  لذكرى{
         ١٤ اآلیة،سورة طھ_

“我确是真主，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你当崇拜

我 ， 当 为 纪 念 我 而 谨 守 拜 功 。            

                                                         ——塔哈章第 14节 

 

真主曾叮嘱先知尔撒（愿安拉福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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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ى بالصالة  والزكاة ما دمت حياو جعلنى مباركا أين ما كنت وأوصا{
     ٣١ :اآلیة،سورة مریم

“要使我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福的，并且嘱咐我，只要活

着 就 要 谨 守 拜 功 ， 完 纳 天 课 。 ”                                        

                                                     ——麦尔彦章第 31节 

  

                              

   在登宵夜，真主确对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制定了

拜功，起初是五十番，然后，真主减轻到五番，等于五

十番的回赐。 

                                  

 五番拜是：晨礼，晌礼，晡礼，昏礼， 宵礼。穆斯林

公决如此。 

 

拜功受定制的依据 

 

依据很多： 

 

首先是：古兰经中的： 

               ٤٣: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 الصالة وأتوا  الزكاة و أقيموا{

“你们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黄牛章第 43节  

                           ١٠٣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نساء  }إّن  الصالة  كانت  علي  املؤمن  كتابا موقوت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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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妇女章第 103

节    

} ويؤتوا الصالة الدين حنفاء ويقيمواخملصني له و ما أمروا إّال ليعبدوا ا 
           ٥ اآلیةمن  : سورة البینة}الزكاة

“他们只奉命拜主，虔诚敬意，恪守正教，谨守拜功，

完纳天课。” 

                                                    

——明证章第 5节 

 

然后是：圣训中的： 

 一：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伊

斯兰就是；你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

真主的使者；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封赖麦丹月

的斋。”——-布、穆公认 

 

二：欧麦尔·本·罕塔布（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说：伊斯兰就是；你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

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封赖麦丹月

的斋；如果条件允许，朝觐天房。——穆斯林的传述。 

 

三：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穆圣（愿

安拉福安之）曾派遣穆阿子（愿安拉喜悦）去也门时

说：“你教他们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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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主的使者，如果他们服从，就告诉他们，真主规定

他们每天礼五番拜功…”——布、穆公认。 

 

最后是：公决 

  穆斯林公认拜功的定制，是伊斯兰教的一项主命。 

 

 

拜功定制的哲理 
 

  拜功成为定制的哲理和奥妙可指点如下： 

  

 

仆人崇拜真主的仆性，他是真主的仆人，人因为拜功才

感到仆性，经常纪念真主。 

    

   拜功使礼拜者常常记主，从而加强和真主之间的纽

带。 

   

   拜功使礼拜者远离罪恶，它是洁净仆人，远离罪恶

的原因之一。 

    

    加比尔本阿布杜拉（愿安拉喜悦）的圣训可证明这

一点。他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拜功的比喻

就像是在一个人家门口流淌着一条河，他每天在它里边

洗五次。”——穆斯林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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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功被喻为可定心，安神，免受琐事打扰。因此曾使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乐此不疲。每当有事心烦的时

候，就去礼拜，他常常说：“比俩力，让我们礼礼拜，

精神精神。”——艾哈买德的传述。 

 

那些人必须礼拜： 
  每个成年的，理智健全的穆斯林，无论男女，必须礼

拜。非穆斯林不必定意思是在今世不要求，因为他的
拜功因他的否认而不正确。但是，在后世必须受惩罚。

因为他可以加入伊斯兰教，但他没那样做。下面的这段

经文可证明： 

وكّنا  .مل نك نطعم  املسكنيو. املصلني قالوا مل نك من . سقر يفسلككم  ما{
سورة المدثر،  }حتى أتانا اليقني . خنوض مع اخلائضني وكّنا نكّذب بيوم الدين

 ٤٧_٤٢: اآلیة
 
“你们为什么堕入火狱呢？”他们说：“我们没有礼

拜，也没有济贫，我们与妄言的人一道妄言，我们否认

报应日，一直到死亡降临了我们” 

                        —盖被的人章第 42_47节 

 

 幼童不必定，因为未成年。理智不正常者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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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妇，产妇不必定，因为出现特殊情况，教法允

许。 

 

  幼童的监护人无论男女，必须命令七岁的小孩礼拜，

鞭责十岁的小孩。犹如圣训里规定的那样，直到他习以

为常。 

 

不礼拜者的判决 

 
  谁撇弃拜功确已犯罪，出教，属叛教之人，因为他
违抗真主，放弃了主命。所以必须忏悔；他如忏悔自己

的所作所为，则好；否则就成为了叛教徒。他死后，不

许给他洗尸身，不许给他穿尸布，不许给他站殡礼，不

许把他埋在穆斯林的墓群里，因为，他不是穆斯林。 

                                 

拜功的条件 
 

1:—伊斯兰教。 

2:_健全的理智。 

3:_成年。 

4:_时间的进入。 

5:_举意。 

6:_面向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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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遮羞体；男子的羞体是从肚脐到膝盖；至于女子，

则全身都是羞体；除礼拜时，脸和双手以外。 

8:_礼拜者的衣服，身体，及礼拜的场所必须干净。 

9:_带有大，小净。 

                         

拜功的时间 
 

1:_晌礼；时间是从太阳偏斜—即从天空中部移向日落

的方向—直到物体的影子变成和物体一样的长度。 

                                 

2:_晡礼；时间是晌礼结束直到物体的影子变成物体的

两倍，即是太阳发黄的时候。 

3:_昏礼；时间是太阳落山直到红霞散尽，红霞就是太

阳落山后的红色。 

4:_宵礼；时间是昏礼结束直到半夜。 

5:_晨礼；时间是天色再次大亮，太阳还没升起来之

时。 

 

   阿布杜拉本阿木尔（愿安拉喜悦）的圣训可证明这

一点。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晌礼的时间是当太

阳偏斜，物体的影子是物体的长度，还没到晡礼的时

间；晡礼的时间是太阳还没有发黄；昏礼的时间是红霞

还没落之时；宵礼的时间是到半夜；晨礼的时间是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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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亮，太阳还没升起之时。当太阳升起时，禁止礼

拜。。。”——穆斯林的传述。 

 

拜功的拜数 
 

拜功的总数是十七拜，如下所书： 

 

晌礼：四拜。 

晡礼：四拜。 

昏礼：三拜。 

宵礼：四拜。 

晨礼：两拜。 

   

  谁故意增加或者减少这些拜数，那他的拜功无效；如

是遗忘，则以“错误的叩头”补充。 

                                

   这是居家者的拜数。而旅行者把四拜短作为两拜为

佳，每个穆斯林必须按时礼这五番拜，除了教法允许的

原故，如： 

 沉睡，忘记，和旅行；谁睡过时辰，或忘记时间，当

记起时马上礼。 

 

拜功的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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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者的站立。 

入拜的大赞词。 

念开端章。 

鞠躬。 

鞠躬后的起身。 

用七个部位叩头。 

中坐。 

第二个“太善胡德” 

尾坐。 

各要素要稳定。 

按次序。 

出拜的“色兰” 

 

拜功的必定事项“瓦吉布”共八件 
 

第一：除入拜的大赞词外的所有的“大赞词” 

 

第二：说：“ سمع  اهللا لمن حمده”；无论是伊玛目还是单
独礼拜者，必须念出声，至于跟拜者，则不用说。 

                           
第三：说“ّربنا  و لك  الحمد”对全体礼拜者是必定的，无
论是伊玛目，跟拜者，单独礼拜者。 

 

第四：鞠躬时说“  ” سبحان ّربى  العظی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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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叩头时说“سبحان  ّربى  األعلي” 

 

第六：俩叩头之间说“  ” رّ ب  غغفر لى

 

第七：第一个“太善胡德”说“ 
السالم علیك  أیھا  النبى و رحمة  اهللا  و ،التحیات هللا و الصلوات  والطیبات

 أشھد  أن  ال إلھ  إال  اهللا ، السالم  علینا و على عباد  اهللا  الصالحین،بر كاتھ
                         .ر سولھ  و أشھ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 ،

 

第八： 第一个“太善胡德” 的打坐。 

 

任何人，故意放弃其中一件“瓦吉布” ，那他的
拜功无效；无知或无意识而放弃的人，只好以“错误的

叩头”补充。 

 

                        

集体拜 
  

  穆斯林男子必须去清真寺集体礼五番拜，以获得真主

的喜悦和回赐。 

   

  集体拜比单独拜优越二十七倍。伊本欧麦尔（愿安拉

喜悦）传述的圣训说：“集体礼拜比单独礼拜优越二十

七倍。”——布、穆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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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穆斯林女子，则在家中礼拜功比她和集体礼拜优

越。 

 

坏拜事项 
  

 拜功将因以下任何一项事宜而无效： 

  

  故意的吃喝；学者一致公认，谁故意在拜中吃喝，那

他的拜功无效。 

  

  故意的，无意义的说话；宰德·本·艾尔格木（愿安

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我们曾在拜中和旁边站立的

人交谈，直到降示：“ 你们当为真“”   و قوموا  هللا  قانتین

主顺服地站立”——（黄牛章第 237节。）然后，我们

奉命安静，被禁止在拜中交谈。”——布、穆公认。公

决同样认为，在拜中故意说无益的话，则拜功无效。 

  

  故意多动；准确地说让别人看他不象是在礼拜。 

   

  故意放弃任何拜功的主要要素或条件；如：无大，小

净礼拜；不朝天房的方向礼拜；如布、穆公认的圣训中

提到：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对没用心礼拜的牧民说：

“重礼，因为你没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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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中大笑；学者一致公认拜中大笑坏拜。 

 

 

禁止礼拜的时间 
 
晨礼之后，直至太阳升起； 

正午时分； 

晡礼之后，直到太阳落山； 

  

   阿各白·本·阿米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禁止我们在三个时间礼

拜，埋亡人；太阳出来的时候，直至升起；太阳正端时

分直至偏斜；太阳微弱直至没落。——穆斯林的传述。 

  

   艾布·塞义德（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晡

礼后没有拜功直至太阳西沉；晨礼后没有拜功直至太阳

升起。”——布、穆公认。 

                        

拜功的形式 

   

   每个穆斯林必须跟随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其中

包括礼拜的形式。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说：“你们

模仿我礼拜的样子礼拜。”——布哈里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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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站在真主的面前礼拜时，

虔诚举意礼拜，并无传述证明他曾出声表达，他说：

同时，对准俩肩膀升高两手，有时，升高，”اهللا  أكبر“
两手直至双耳陲，把右手搭在左手上，放在胸前，念开

拜词，如： 
و تعالى جدك و ال إلھ  غیرك                      ،تبارك  اسمك،سبحانك  اللھم  و بحمدك

然后，念开端章和任何章节，然后，升高两手念大赞词

“ 鞠躬，伸直脊背，甚至在穆圣（愿安拉福，” اهللا  أكبر

安之）的脊背上放一碗水，都不会洒，说： 

"سبحان ربى  العظیم   ”三遍，然后抬起头说：  سمع  اهللا  لمن
同样升高两手站端，然后念大赞词” "دربنا و لك  الحم،حمده

叩头，叩头时打开了两手和两臂之间，直至露出两腋下

的白肉；眉心，鼻子，两手，两膝盖紧贴地面，双足的

十指立起，说： 

，三遍，然后，念大赞词，坐在左脚上سبحان  ربى  األعلى 
立起右脚，指尖指向朝向的方向，说 ： 

  وارزقني و اجبرنى  و ارفعنى  و اھدنى وعافنى ارحمني و لي اغفررب 
      然后，念大赞词叩头，然后站起来礼第二拜。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就这样礼每一番拜。当他礼

完两拜后在第一个“太善胡德”时念： 
السالم  علیك أیھا النبى و رحمة اهللا ،التحیات  هللا  والصلوات  و الطیبات

أشھد أن ال إلھ إال اهللا و ، السالم  علینا وعلى عباد  اهللا الصالحین ،وبركاتھ
                                                                         أشھ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ھ

然后，站起升高两手，念大赞词，这是在礼拜中第四次

升高两手的地方。当在第二个“太善胡德”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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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昏礼的第三拜，晌礼，晡礼，宵礼的第四拜，）坐

在左臀上，从右小腿下伸出左脚，立起右脚，指尖朝向

天方的方向，卷起右手，留下食指指点，或晃动，目光

紧随，“太善胡德”结束后，先右后左出色兰，说： 
   السالم علیكم و رحمة  اهللا،السالم علیكم ورحمة اهللا

  甚至，让别人看到他的两腮。 

   

  许多圣训都阐明了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这个礼拜

形式。 

   

   这些是有关拜功成坏的部分裁决，如它没问题，那

其他的工作也没问题；假如它出了问题，那其余的工作

就没有保障，它是复生之日众生第一件需要审判的工

作，如完美执行，那可成功地获得真主的喜悦，如不

然，则难成正果。拜功可遏制罪恶，它可医治人性对罪

恶的欲望，彻底脱离不道德的行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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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三：天课 

定义： 
词义：增长，发展。常用于夸奖，过滤，利益。把交纳

的东西称之为天课，因为财产因此可吉庆的增多，而人

也因此而获得饶恕。 

教义：它是属于特定的一部分人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财

产中必尽的义务。 

 

天课受定制的哲理和它的地位 
  

  天课是伊斯兰教五大要素之一，在《古兰经》中许多

地方和拜功相提并论。如： 

 

安拉说： 

          ٤٣سورة البقرة  }و أقيموا الصالة و أتوا الزكاة{

“你们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黄牛章第 43节 

 

安拉说： 

  ٥ سورة البينة }و يقيموا الصالة ويؤتوا الزكاة{
“他们谨守拜功，交纳天课。”——明证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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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伊斯兰教建立在五大

基本上…”其中提到“完纳天课”——布、穆公认。

这是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真主制定天课是为洁净人性中的吝啬，贪婪，野心，

援助贫困者，洁净财产，发展经济，获得吉庆，免遭重

创，维护大众利益，事关伊斯兰民族的生活和幸福。真

主在《古兰经》中曾提到收取天课的哲理， 

 

安拉说： 

      ١٠٣التوبة سورة } هلم صدقة تطهرهم و تزكيهم هباخذ من أموا{
“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賑款，你借賑款使他们干

净 ， 并 使 他 们 纯 洁 。 ”                                            

——忏悔章第 103节 

 

天课的裁决 
 

天课对于每一个拥有相关财产之条件的每一个穆斯

林来说是必定的主命。甚至小孩和非正常人，可由他们

的监护人替他们出，谁明知故犯则是叛教；谁因吝啬而

拒绝交纳则被视为干大罪者，如因此而死，则靠真主的

意欲， 

 

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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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إّن  ا  ال يغفر  ان يشرك  به 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ملن  يشاء {
  ٤٨سورة النساء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

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恶。”——妇女章第 48节 

                           

                            
他必须交纳天课，并承担因此而犯的罪行。 

 

真主曾警告拒交天课之人: 

و الذين يكنزون الذهب والفضة وال ينفقوهنا فى سبيل  ا  فبشرهم {
يوم حيمى عليها فى  نار جهنم  فتكوى هبا جباههم  و جنوهبم   و .بعذاب  أليم  

سورة } ظهورهم  هذا ما    كنزمت النفسكم  فذوقوا ما كنتم تكنزون
                                 ٣٥_٣٤:التوبة  

“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

向他们报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的火里 
烧红，然后，用来烧他们的前额，肋下和脊梁. 

这是你们为自己而窖藏的金银。你们尝尝藏在窖里的东

西的滋味吧！ 

                                             —

—忏悔章第 34——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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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所

有囤积金银而不交纳天课者，都会在火狱里尝到烙刑，

被金属板烙前额和两颊，直到真主公判众生，那天犹如

五万年的一样难耐，然后，看他的出路，要么进乐园，

要么入火狱…” ——布、穆公认。 

 

天课必定的条件是五件： 
 

第一：穆斯林；非穆斯林不出天课。 

 

第二：自由人；众学者认为奴隶的财产不出天课，同

样，挣钱赎身者，也不出天课。 

 

第三：拥有规定限额的财产；如低于此限额，则无需出

天课。 

 

第四：完全拥有；因此奴隶用来赎身的钱财不出天课；

分红之前,融资者的份额不出天课；负债的穷苦人在未

还债之前不出天课；慈善基金的财产，如圣战组织者，

清真寺，穷人们等等不出天课。 

 

第五：年限；不到年限的财产不出天课，除了种子，果

实等农作物，因为它的天课在收获时节。安拉说：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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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       "أتوا حقھ یوم حصاده

其中的一部分。——牲畜章第 141节    矿产和宝藏的

裁决和农作物一样，因为都是获益于大地。 

  

  家畜的幼仔和商业利润的年限是基本年限，到规定的

限额时，需出天课。 

  

 在天课中健全的理智和成年并不是条件，因此，大多

数学者认为小孩和非理智健全者也应当出天课。 

 

                      

应出天课的财产 
  五种财产必须出天课： 

 

第一：金银的利润，或是同等畅销的货币。 

 

   天课的比率是 2、5％，只有在达到一定的年限和财

产限额时，才必须交纳。 

 

   黄金的比率是 20 砝码，一砝码等于 4、25 克，因

此，黄金的比率是 85克。 

 

   白银的比率是 200 迪尔汗，一迪而汗等于 2、975

克，因此，白银的比率是 59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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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当代的现金，则它的比率要等于它的价值。—

—85克黄金，595克白银，因此，它的比率根据购买黄

金，白银的价格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现金持有者兑换成

黄金或白银，从而忽视不同的名称—沙币，迪纳尔，法

郎，美金—也忽视了它的属性，纸币，金属等等；众所

周知，货币的价值因时间而差价很大，因此，交纳天课

者在出天课时当注意其价值。 

  

    至于超出规定限额的财产，则计算交纳。阿里（愿

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他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说：“如你有两百迪而汗，又到了年限，你应交纳五个

迪而汗；此后，不需交纳什么，直到你拥有 20 迪纳

尔，并已到规定年限，则交纳半个迪纳尔；超出这些的

财产，当以此推算，交纳天课必须要到达规定的年

限。——艾布达伍德的传述。这是优秀的圣训。 

  

    首饰如果是用来积攒和出租，那必须交纳天课，不

容置疑。至于，仅为使用，则学者们的两种答案中最侧

重的是交纳天课。那是因为笼统的，有关金银 

必须出天课的证据。艾布达伍德，乃撒义，铁密集的传

述，阿木尔本舒阿布通过其父亲及其祖父（愿安拉喜

悦）所传的圣训。“一位女子带着女儿来到穆圣（愿安

拉福安之）跟前，在她女儿手里有两个粗手镯，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问她说：你交纳了它的天课了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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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难道你喜欢复生

之日真主给你戴上火狱的镯子吗？然后，她取下那两个

镯子，扔到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跟前，说：它俩是属

于真主和使者的。艾布达伍德等人通过阿依莎（愿安拉

喜悦）所传的圣训，她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来

到我跟前，看见我手中的指环问道：这是什么？我说：

真主的使者，我打这些只是为你打扮。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说：你交纳天课了吗？我说：没有或以后吧。穆

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你将因此而受火狱的惩罚。” 

  

    至于矿产品以及宝石，有机物等饰品，按照一位学

者的观点，则无需交纳天课。除非是商品，必须交天

课。 

 

第二：牲畜 

  它是指驼，牛，羊。当到规定的年限和达到一定的限

额时，必须交纳天课。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每一个够数，到期的骆

驼都必须交纳天课。—艾哈买德，艾布达伍德，乃撒义

的传述。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羊的天课根据数额

和期限而定。——布哈里的传述。 

 
牲畜的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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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额 

 种   

        

类     从     到 

         数        

量 

    5                  9   一只羊          

 

   10                14   两只羊 

 

   15      19   三只羊 

           

   20    24   四只羊 

 

   25    35   一只一岁的母驼 

 

   36    45  

  一只两岁的母驼 

   46    60   一只三岁的母驼   

   61    75   一只四岁的母驼         

   76    90   两只两岁的母驼 

   91    120   两只三岁的母驼 

 

 

 

 

 

骆 

 

 

 

 

 

 

 

驼 

 

 

 

 

  所有超过 120 只的

骆驼 

每 40只出一只两岁

的母驼，每 50只出

一只三岁的母驼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 41 - 

   

    30 

   

     39 

一只一岁的公牛或

母牛 

     

    40 

 

     59 

一只两岁的母牛 

 

    60 

 

     69 

两只一岁的公牛 

 

    70 

    

    79 

一只一岁的公牛和

一只两岁的 

母牛 

 

 

 

 

    牛  

    所有超过 79 只

的牛 

每三十头出一只一

岁的公牛，每四十

只出一只两岁的母

牛 

 

                        
     40     120      一只羊 

    

     121 

     

    200 

 

     两只羊 

 

     201 

 

    300 

 

     三只羊 

 

 

 

   

羊 

 

      三百只以上的 

 

     每一百

只出一只羊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 42 - 

     艾乃思（愿真主喜悦）传述的圣训可证明以上的

分配。当他被派往巴林的时， 

 艾布拜克（愿安拉喜悦）给他写了这封信：奉至仁至

慈的真主之名，这些是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为

穆斯林所定制的天课份额，是真主命令使者的。当有穆

斯林问及此事时，就告诉他这些，除此之外，不可妄

言。24头以下的骆驼，每 5头出一只羊；25至 35头出

一头一岁的母驼；36至 45头出一头两岁的母驼；46至

60 头出一头三岁的母驼；61 至 75 头出一头四岁的母

驼；76至 90头出两头两岁的母驼；91至 120头出两头

三岁的母驼；如果超过 120 头，那么每 40 头出一头两

岁的母驼，每 50 头出一头三岁的母驼；谁只有 4 头骆

驼，则不用出天课，如果有 5 头骆驼，就应该出一只

羊；羊的天课，40 至 120 只里出一只羊；如超过 120

只到 200 只，应出两只羊；200 至 300 应出三只羊；如

果超过 300只，则每一百只应出一只羊；如果某人只有

39 只羊，那就不需要出天课。除非真主意欲。——布

哈里的传述。  穆阿子本杰白里（愿安拉喜悦）所传的

圣训里有：“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派遣他去也

门，命令他从每 30 头牛中征收一头一岁的公牛或母

牛；每 40 头中征收一头两岁的母牛。”——艾哈迈德

和四大部圣训的传述。 

  当牲畜原本已达到限额，则要加上幼仔的数目；如果

只有加上幼仔才能达到规定的限额，那就因此而交纳天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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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牲畜只是用于商业用途，那么，则必须交纳商品

的天课；如果只是使用或发展，那就无需交纳天课。艾

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的圣训解释为：“穆斯林的仆

人和骑乘无需交纳天课。”——布、穆公认。 

 

 

 第三：农作物和水果类 

   大众学者认为，如果达到限额，必须交纳天课。限

额是五个“奥塞各”，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低

于五个“奥塞各”则不需出天课。”——布、穆公认。

一个“奥塞各”等于六十升。 

   那么限额就是三百升。优等大麦的重量应该是

652、8公斤。 

   农作物和水果不以年限为条件，安拉说： و أتوا حقھ
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  یوم حصاده

分。”——牲畜章第 141节     

   用雨水灌溉的农作物必须交纳总产值的十分之一，

反之，卖水灌溉的只交二十分之一。真主的使者（愿安

拉福安之）说：“靠雨水，河水，泉水灌溉的或亏损

的，需交纳十分之一；靠水车，喷井灌溉的，只需交纳

二十分之一。”——布哈里的传述。 

                          
第四：商品 

它是穆斯林做生意的任意一种东西。它最应该出天

课。当到达年限时，就必须交纳天课，可以说金银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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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 20 迪纳尔，相当于 85 克黄金，或者是 200 迪而

汗，相当于 595克白银，当年限到了，则对商品以黄金

和白银来估价，不能用购买价来计算，而是用当时的价

格—出天课时的价格—来算。 

其数目是总值的 2、5％，当达到限额时，利润则

会和本钱一起来计算；至于本钱只有加上利润才达到规

定的限额时，则被认为是新的年限的开始。 

 

第五：矿产品和宝藏 

1：矿产品  即是所有埋藏在地里面，有价值的，

非植物的东西，如：黄金，白银，铁，铜，红宝石，石

油等等，必须交纳天课。安拉说： 

ا أنفقوا من طيبات ما كسبتم و مما أخرجنا  لكم من يا ايها الذين أمنو{
  ٢٦٧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من   }األرض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分舍自己所获得

的美品，和我为你们从地下出产的物品，

用以施舍。”__黄牛章第 267节 

 
   毋庸置疑，矿产品属于真主为我们所开发的。 

   众学者主张，矿产品和宝藏达到规定的限额就必须

交纳天课；交纳的数目是总值的 2、5％，以黄金，白

银的天课数目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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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品和宝藏并无年限的条件，其交纳天课的时间

为出产的时间。 

  

 2：宝藏 

   至于宝藏，则是地下挖掘出的蒙昧时代的宝藏；或

者是异教徒的宝藏，无论是在伊斯兰国家，还是敌国，

或是同盟国。上面或部分上面刻有异教徒的名字，或国

王的名字，或是他们的图像 ，或十字架，或仅仅是他

们的佛像。 

    

   至于上面或部分上刻有穆斯林的印记，比如像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的名字，或是哈立法之一，或是《古

兰经》里的某段章节的，那是遗失物；即使是什么都没

刻的器皿，首饰，铸锭也是遗失物；只有在招领后才可

持有；因为它是属于其他穆斯林的私有财产。 

    

   宝藏的天课数目是总值的五分之一。艾布胡莱勒

（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穆 

圣（愿安拉福安之）说：“宝藏的天课数目是五分之

一。” 

   

    众学者认为，宝藏的天课数目是五分之一，无论多

少；其支配的方法和战利品一样；其余的宝藏全部归挖

掘者所有。因仿效欧麦尔（愿安拉喜悦）的行为，他把

剩余的宝藏全都交给了发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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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课的支配 

允许使用天课的人有八种： 
  第一：赤贫者；他们没有生活费用，或是仅有部分生

活费用的，此等人可发 

                       
给他们一年的生活费用。 

  

   第二：贫穷者；他们只有部分或大部分生活费用，

他们的情况较赤贫者稍好点，此等人也可发给他们一年

的生活费用。 

   

   第三：管理賑物者；他们是工作人员，专门从事集

中，收藏天课，然后按照领导的指令分配给应该享用的

人们。此等人可根据其工作能力，而得到相应的报酬。 

  

   第四：心被团结着；他们有两种：异教徒和穆斯

林。 

    

   —异教徒，想入教的，或是通过天课可使他们停止

伤害穆斯林的，可给他们天课。 

—穆斯林，给他天课是巩固其信仰，或是帮助其他

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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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无力赎身者；他们是无力赎身的奴隶，此等

人可提供给他们可赎身的天课，使他们摆脱奴隶的身

份。部分学者主张可用天课买奴隶，然后再释放。 

   

   第六：无力还债者；他们分两种：自身负债；替他

人负债。 

—自身负债：就是因自身的需要而身负重债，又没

有能力偿还，可用天课替他偿还债务。 

—替他人负债：就是因化解纷争而担负的债务，此

等人，可用天课替他偿还债务，即使他本人是富有的人

也罢。 

  

   第七：为主道工作者；笼统的说，是指圣战，可支

付天课于无偿志愿的圣战者。 

  

   第八：途中穷困者；就是旅途中受困的人，没有足

够的经费返回家园，此等人，可用天课帮助他回到家。 

 

真主在《古兰经》中提到这八种人： 

إّمنا  الصدقات  للفقراء و املساكني و العاملني عليها و املؤلفة قلوهبم  و فى {
الرقاب و الغارمني و فى سبيل  ا و ابن  السبيل فريضة من  ا و ا  عليم 

                         ٦٠:سورة التوبة     }حكي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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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

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

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

定制。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

忏悔章第 60节 

开斋捐 

一：其定制的哲理 

开斋捐的定制是净化封斋者的淫词和无益的行为，接济

穷人，以及满足他们开斋节的乞讨。伊本安巴思（愿安

拉喜悦）的圣训。他说：“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

之）规定了开斋捐是为了洁净封斋者的淫词和无益的行

为以及接济穷人。”____ 艾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的传

述。 

 

二：其裁决： 
  它对于每一个男，女，老，幼穆斯林，自由人，甚至

奴隶来说，都是必定的主命。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

悦）传述的圣训说：“ 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

规定了莱买丹的开斋捐是一升枣，或是一升大麦，只要

是穆斯林，不分男，女，老，幼，奴隶和自由人，他

（愿安拉福安之）命令大家在去礼拜前交纳开斋

捐。”——布、穆公认。替胎儿出开斋捐属可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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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穆斯林必须替自己以及依赖他生活的妻子，近

亲交纳开斋捐，只有在开斋节那天有剩余的生活费用的

人才必须交纳开斋捐。 

 

三：其数目： 

  其必定的数目是当地通常的食物，一升小麦，或一升

大麦，或一升枣，或一升葡萄干，或一升干酪，或一升

大米，或一升玉米，一升相当于 2.176公斤。 

  众学者认为，不允许用现金交付，因为那样就违反了

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的命令，和圣门弟子（愿

安拉喜悦）的行为背道而驰。 

 

四：交纳的时间： 

  有两个时间；其一，允许在开斋节的前一天，或两天

交纳；但最好是在开斋节那天的黎明到会礼前的这段时

间。因为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命令人们在会礼前交

纳，不允许推迟到会礼以后，假如,延迟的话，不仅等

于普通的施舍，反而要承担推迟的罪责， 

 

五：支配的对象： 

   将开斋捐交付于贫民和赤贫者，因为他们是最有资

格使用的。 

*   *   *   *    *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 50 - 

基本四：封赖麦丹月的斋 

定义： 

字义：笼统的节制. 

教义：就是戒食，从天亮至日落。 

 

其裁决： 

   封莱买丹月的斋是伊斯兰教的五大要素之一，强大

的支柱之一。安拉说： 

ن قبلكم   م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أمنوا كتب  عليكم  الصيام كما كتب علي  الذين{
            ١٨٣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لعلكم تّتقون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

前 人 的 定 制 一 样 ， 以 便 你 们 敬 畏 。 ”                               

___黄牛章第 183节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伊斯兰

教建立在五大基本上，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

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封

赖麦丹月的斋。”——-布、穆公认。 

  伊历第二年，斋戒正式成为伊斯兰民族的定制。 

 

其优越性和定制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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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麦丹月是顺服真主的黄金时期，它的到来是真主
特大的恩惠和恩典，他将施恩于他所意欲的仆人，以增

加他们的善功，升高他们的品级，勾抹他们的罪恶，巩

固他们和真主之间的联系，为他们填写丰厚的工价，富

足的回赐，使他们得到真主的喜悦，内心充满敬畏之

情。 

   证明其优越的有： 

一：安拉说： 

شهر رمضان الذى أنزل فيه  القرأن هدى للناس و بينات من اهلدى  و الفرقان  {
فمن شهد منكم  الشهر فليصمه  ومن كان مريضا أو على سفر فعدة من أيام أخر 

ا على ما  يريد ا بكم اليسر وال يريد بكم العسر و لتكملوا العدة ولتكربوا 
              ١٨٥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 و لعلكم تشكرونهداكم

 

“赖麦丹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

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辨

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害病

或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真主

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以便你们补

足所缺的日数，以便你们赞颂真主引导你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 52 - 

们 的 恩 惠 ， 以 便 你 们 感 谢 他 。 ”                                

                                  ——黄牛章第 185节 

 

二：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谁

真心求善的封了赖麦丹月的斋,真主将饶恕他以往所犯

的罪孽。”布、穆公认。 

 

三：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一

件善功将获得十倍的甚至七百倍的回赐，安拉说：除了

斋戒，它是属于我的，我将亲自回赐他，他因我而放弃

了食物和欲望，封斋者有两个欢乐，一个欢乐在开斋

时，一个欢乐在相遇真主时，他的嘴里的气味在真主看

来的确胜于麝香的气味。”__布、穆公认。 

 

四：封斋者的祈祷是被接受的，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说：“封斋者在开斋时的祈祷永不驳回。”___ 伊本马

哲的传述。 

 

因此，每位穆斯林应当珍惜开斋的时间，祈求真

主，也许会得到伟大的真主的礼物，获得两世吉庆。 

 

五：真主确已专为封斋者准备了乐园的一扇门，只有封

斋者才有资格进入，视为尊敬他们，与众不同。塞海

力·本·撒阿德（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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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一扇门，叫做[冉亚尼]之门，复生之日，有人喊

道：封斋者在哪里？当他们进去后，门关闭了，任何人

不得入内。”___布、穆公认。 

 

六：复生之日，斋戒将为其主人求情；阿布杜

拉·本·阿穆尔·本·阿岁（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说：“复生之日，斋戒和《古兰经》将为其主人求情，

斋戒说：真主啊！我使他拒绝了饮食和欲望，求您宽恕

他吧！《古兰经》说：我使他夜不能寐，求您饶恕他

吧！真主说：你们的求情被准成了！”___ 艾哈迈德的

传述。 

 

七：斋戒使穆斯林习惯于坚忍，坚持，忍耐。从而使他

放弃嗜好，欲望，抑制任性是要忍受很大的苦难的。 

 

斋戒必定的条件 
众学者公认：每一个成年的，理智健全的，居家的穆斯

林男子必须封斋；至于月经和产血洁净的女子，则同样

封斋。 

 

 

斋戒的礼节 
第一：封斋者当避免背谈和议论他人是非等等真主禁止

的事项。穆斯林当杜绝谈论非法言论，以免陷入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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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节之中，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谁(封斋后)

没有杜绝非法的言论，以及行为，那么，真主不需要他

的戒食。”__布哈里的传述。 

 

第二：不要放弃封斋饭，他可帮助封斋者保持斋戒，轻

松，愉悦地完成功课。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鼓励

人们用封斋饭说：“封斋饭是吉庆的，你们不要放弃，

即使饮一口水，因为真主和天仙都会祝福吃封斋饭的

人。”___ 艾哈迈德的传述。 

                        
第三：确定太阳落山后，当急忙开斋；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说：“人们只有在急忙开斋时才一直与吉庆相

伴。”___布、穆公认。 

 

第四：争取用鲜枣和干枣开斋；因为那是圣行。艾乃思

（愿安拉喜悦）说：“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经在

礼拜前用鲜枣开斋，如果没有鲜枣，就用干枣，如果连

干枣也没有的话，就喝一口水。”_____ 艾布达伍德的

传述。 

 

  第五：多诵读《古兰经》，记念真主，赞美真主，施

舍，行善，增加副功等有益的功课。伊本安巴思（愿安

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

之）是最慷慨好施的人，尤其是在赖麦丹月，和者布伊

莱天仙见面时， 者布伊莱天仙在赖麦丹月的每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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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见真主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然后，互相学习

《古兰经》，因此，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在见者布伊

莱天仙时比疾驰的风都慷慨。”___布、穆公认。 

 

坏斋的事项 
   在白天故意的吃喝，其余的事项也同样坏斋，如：
注射营养针，或者口服药物，因为这和吃喝没区别。至

于少量出血，就像抽血化验，则不坏斋。 

 

在赖麦丹月的白天发生性行为，坏斋。必须向真主

忏悔亵渎斋月之罪，还补这一天的斋，并且交纳罚金；

赦奴，如能力达不到，就连续封两个月的斋，如能力依

然达不到，就供六十个穷人一顿饭，每个穷人半升小

麦，或别的什么当地食品。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

传述的圣训说：我们正坐在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跟

前，忽然来了一个人说：“真主的使者啊！我犯罪了！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封着斋,

和妻子发生了关系。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你可以

释放一个奴隶吗？他说：不能。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说：你可以连续封两个月的斋吗？他说：不能。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又说：你可以给六十个穷人管一顿饭

吗？他说：不能。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说：然

后，他站在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跟前，就在这时，有

人给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拿来一筐枣，然后穆圣（愿

安拉福安之）问道：问的人在哪儿？他说：是我。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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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安拉福安之）说：拿去施舍给别人。这人说：真主

的使者啊！再有比我更穷的人吗？誓于真主，在这一带

再也没有比我更穷的家庭了。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微

笑着说：给你的家人吃吧。”___布、穆公认。 

 

因亲吻，或者拥抱，或者手淫，或者反复注视而射

精。如果封斋者是因为这其中的某一事项而射了精，那

么他的斋戒无效，必须还补，但是，必须封那天的斋

戒，无须交纳罚金，必须向真主忏悔，求饶。远离一切

引起他性欲的事物；至于梦遗，则不坏斋戒，无须交纳

罚金，但必须洗大净。 

 

故意呕吐。至于不可控制的呕吐则不坏斋戒。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说：“不能控制的呕吐不需还补；故

意的呕吐，则必须还补：”___ 艾布达伍德、铁米吉的

传述。 

 

经血和产血的出现，无论是在早晨还是下午，即使

在太阳没落之前，斋戒已坏。 

                             
封斋者最好不要脑后放血，以免坏斋，最好不要去

献血，除非紧急救援病人；至于流鼻血，或者哮喘，或

者受伤，或者脱牙等等，则不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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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的裁决 

   必须见到新月才可封斋。安拉说 ： 

  .١٨٥: سورة البقرة، اآلیة    }فمن شهد منكم الشهر فليصمه{
“在此月中，你们当斋戒”__黄牛章第 185

节   一个公正的穆斯林的证言可以确定新月。伊本欧

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人们争相看月，

我告诉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我见到了新月，然后。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不仅自己封了斋，而且命令大家

一起封斋：”__ 艾布达伍德、达勒米的传述。 

    

   每个国家的元首将全权负责封斋的事情，无论他决

定封斋或是不封斋，都必须服从。假如，国家元首不是

穆斯林，那么决定权就交给本国的伊斯兰事物中心等类

似的机构，以保持穆斯林的统一性。 

  

   允许在观月时求助于观测仪器。不允许在决定月初

封斋和开斋时，依靠天文计算法和观星术，只能依靠看

月。安拉说 ： 在此月  } فمن شهد منكم الشهر فليصمه {

中，你们当斋戒”__黄牛章第 185节        任何
人只要遇到赖麦丹月，就必须封斋，无论白昼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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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众学者一致公认各地区的看月地方不，所以，学

者们的主张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的看

月情况而封斋。这是必知的常识。因为，穆圣（愿安拉

福安之）说：你们当见月封，见月开，如果碰到阴天，

你们当完美“社阿巴乃”(伊历八月)的三十天。”___ 

布、穆公认。 

 

封斋者必须在夜晚举意封斋。因为，穆圣（愿安拉

福安之）说：“一切善功仅凭意念，对于每个人都有他

所举意的。”___  布、穆公认。      哈夫塞（愿安

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谁在天亮前没举意封斋，那

就等于没封。”___ 艾哈迈德、艾布达伍德、铁米吉，

乃撒义的传述。 

 

除了病人、旅行者、经妇、产妇、孕妇，乳妇等有

故的人以外，任何人不许在赖麦丹月期间无故的放弃斋

戒。安拉：  

من  :سورة  البقرة }فمن كان منكم مريضا أو على سفر فعدة من أيام أخر{

 ١٨٤  اآلیة

“害病和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

斋。” 

                黄牛章的第 1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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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封斋，并不能停止饮食的病人，可以在赖麦

丹月开斋。然后，还补开斋的那几天。 

众学者公认：孕妇和乳妇仅已担心自己的身体为由

而开斋，则必须补斋。因为她俩就像病人一样。 如

果，她俩不仅担心自己的身体，而且还担心胎儿，或是

仅仅担心胎儿，而开了斋，那么，必须补斋。因为艾乃

思（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真主确已为旅行者，

孕妇和乳妇减轻了半个拜功，和斋戒。”——乃撒义和

伊本胡宰买的传述，它是优秀的圣训。 

 

  至于高龄老者无论男女，确实无力封斋，则允许开

斋。但必须每人每天招待一位穷人，因为布哈里的传

述，阿塔义（愿安拉喜悦）听见， 伊本安巴思（愿安

拉喜悦）念道 ： 

  .١٨٤ة البقرة، اآلیة سور    }و على  الذين يطيقون فدية طعام مسكني {

“难以斋戒者,当纳罚赎,即以一餐饭,施

给一个贫民。”__黄牛章第 184节 

  

   伊本安巴斯（愿安拉喜悦）说：“这段经文不是被

废除的，它是专指不能封斋的高龄老人无论男女，他俩

每天必须给一个贫民一餐饭。” 

 

   旅行时允许开斋。因为艾乃思（愿安拉喜悦）传述

的圣训：“我们曾和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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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封斋的人不诋毁开斋的人,开斋的人也不埋怨封

斋的人。”___ 布、穆公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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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五：朝觐 
  
  定义：朝觐字意为：需求，例如：某人需求我们，意
为他需要我们所以才到我们这里来。 
  
   教义为：以特定的形式，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条
件去麦加完美功课。 
 
教律： 
         伊斯兰民族公决认为每个有能力的人必须终身朝
觐一次。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的五大要素之一。安拉说： 
        

}علي الناس ح وطاع  إ البيت   من  استج  ا  ليه  سبيال  ومن  كفر فإن
       ٩٧  من األ یة: عمران     ألسورة} نيملغين عن  العا

       “凡能旅行到天方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方
的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

无求于全世界的。－仪姆兰的家属  章第 97节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伊斯兰教建立在五大要
素之上，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

的使者。立行拜功；完纳天课；封莱买丹月的斋；朝觐

天房。——布、穆公认。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在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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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人们啊！真主确为你们规定了朝觐天房，你们

朝觐吧！——穆斯林的传述。 
 
朝觐的优越性及定制的哲理 
     
  证明朝觐的优越的明文很多。 
   安拉说： 
 

وأذّن يف  الناس  باحلّج ياتوك رجاال وعلي كّل ضامر ياتني من كّل فّج عميق { 
ليشهدوا منافع  هلم ويذكروا اسم  ا يف أياّم معلومات علي ما رزقهم من هبيمة  

    .٢٨، ٢٧ :ناتاآلیسورة الّحج  }األنعام  
          
        “你 应当在人们中宣告朝觐，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
或乘着瘦驼，到你这里来，以便他们见证他们所有的许

多利益，并且在规定的若干日内，纪念真主之名而屠宰

他赐给他们的牲畜。”              ——朝觐章第 27，28节 
     
     朝觐对于穆斯林大众来说有重大的，今世的，后世
的裨益。其中包括各种功课；如环游天房；塞法，买尔

沃之间的奔走；驻阿尔法山；驻米那山；驻穆资岱立

法；射石；米那过夜；宰牲；剃头；多多纪念真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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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敬畏真主，皈依真主。因此朝觐是罚赎罪孽，进入乐

园的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艾布 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他说：“我

听见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谁朝觐了这座天房，没

有胡言乱语，也没有做坏事，他脱离罪恶就像新生婴儿

一样。——布、穆公认。 
                                                 
     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穆圣（愿安
拉福安之）说：一个副朝到另一个副朝能罚赎其中的罪

恶；完美的朝觐的回赐只有乐园。——布、穆公认。 
                                                            
        艾布 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他说：有
人问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那件工作最优越？他说：
归信真主和使者，问：然后呢？他说：圣战。问：然 
后呢？他说：完美的朝觐。——布、穆公认。  
                                                                                                                                                               
阿卜杜拉本 迈斯欧迪（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他
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说：你们当相连正，副朝。因为它俩可消除贫穷和罪

孽，犹如风箱消除金银铜铁的渣滓，完美的朝觐的回赐

只是乐园。——铁米济的传述。他说：这是正确的优秀

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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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觐的裨益有来自各地穆斯林大众相聚在一个地
方，它是真主最喜爱的地方，他们相互结识，相互勉

励，共同敬畏，相同的言辞，祷词，行为。这样可培养

他们一致团结在正信，功修，目标和捷径上。正因这个

团聚他们才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亲近，相互询问。正好

应证了真主的话：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إنّا خلقنا كم من ذكر وأنثي وجعلنا كم شعوبا وقباءل لتعارفوا إّن {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حجرات   }ا  عليم خبري أكرمكم عند  ا أتقاكم  إّن 

١٣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
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

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

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寝室章第 13节 

 
 
 
朝觐必定的条件 

 
一：众学者认为朝觐必定的条件的是五件： 

  归信伊斯兰，理智健全，成年，自由人，拥有能
力，至于妇女则附加：必须有近亲陪同朝觐。因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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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穆圣（愿安 拉 福 
安 之 ） 说：信仰真主，皈信后世的妇女不可独行一日
的途程，  除非有近亲  的陪同。——  布、穆公认。 

 
 法学家把这些条件分成三部分： 
第一： 使朝觐必定和正确的条件就是归信伊斯兰教

和健全的理智，因此非穆斯林和理智不健全者不可朝

觐，也不正确。因为他俩不属 履行功修之人。 
第二： 使朝觐必定和代替的条件：成年人和自由
人，它俩不属于使朝觐正确条件。假如小孩和奴隶

朝觐了，他俩的功课正确，但不可代替伊斯兰教的

朝觐。 
第三：  朝觐必定的条件只是能力。假如无能力者艰
难的完成了功课，那么其朝觐是正确的。 
      

                                                   
二：代朝的教律 
众学者认为人死之前无能力朝觐则无责任可负。至于

有能力后死的人则负不负责任呢？ 
                                                                 
         正确的是：朝觐的功课不能因死亡而丧失。遗产
继承者必须用亡人的财产替他朝觐，无论他曾遗嘱与

否，都是应尽的义务。就像债务一模一样，因为伊本阿

巴斯（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一名妇女曾许愿
朝觐然后她死了，她兄弟来到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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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问此事，他说：告诉我，假如你姐姐身负债务你会偿

还吗？他说：当然。他说：那你 替真主 偿还吧！，因
为他是最值得履行的 
 ——乃撒义的传述。 
       
   三 –自己没有朝觐可否替他人朝觐？ 
       
        正确的是本人没朝觐之前不可替他人朝觐，有著名
的圣训为证：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当听见某人说：主

啊！我替舒步路买来了！问道：舒步路买是谁？他说：

我兄弟或是我亲戚，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你自己朝过

觐吗？他回答：没有。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你先

自己朝觐，然后再替舒步路买朝觐。艾哈买德，艾布达

伍代，本马哲的传述，百海各确认了其正确性。 
        
      正确的是代替无能力者朝觐的举意正确。因为法度
力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一位来自户思

尔木的妇女问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安拉的使者，朝

觐主命落实到我年迈的父亲，他不能骑骆驼，我可以替

他朝觐吗？他说：可以。那是在辞朝时。——布、穆公

认。 
 
四-朝觐的义务立即执行还是延迟执行？ 
众学者偏重的意见是：条件何时具备朝觐就何时必定

因此段古兰经文的普遍性，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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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آسورة   } ن استطاع إليه سبيال    و علي الناس حج البيت م{
    ٩٧  :اآلیةعمران  

      "  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
的义务。" 
                                             －仪姆兰的家属  章第 97节 
 

  ١٩٦:اآلیة البقرة، سورة } والعمرة وأتّموا احلّج{
  “你们当为真主而完成大朝和小朝  
“     —-黄牛章第 196节 
 
         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传述 的圣训    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说：你们应当赶快朝觐即正朝，因为

你们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艾哈买德，艾布达

伍代的传述，哈肯确认了其正确性。 
                                                               
朝觐的要素 
  
朝觐的要素是四件： 
一：受戒 

  二：驻阿尔法山 
  三：环游天房； 
  四：塞法，买尔沃之间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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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只有具备这四件要素才完美。 
 
第一要素：受戒 
                                                                    
 定义：进入朝觐功课的举意。 
戒关：正朝的戒关有两种：时间性，区域性。 
时间性：它是真主所指的朝觐的月份： 

          ١٩٧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بقرة،}   احلّج أشهر معلومات{
 “朝觐的月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黄牛章第 197
节                                              
即：伊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区域性：它是朝觐者受戒去麦加的必经之所。它是五

个： 
 
第一：   （祖力户来法）现今称谓“阿里之井”。它是

麦地纳人的戒关，距离麦加 336公里，也就是 224英
里。 
 
第二：   （朱哈法）是一个距离红海 10公里的村子，
距离麦加 180公里，也就是 120 英里。它是埃及人，叙
利亚人，摩洛哥人，西班牙人，罗马人，和特科隆（非

洲）的戒关，现在人们从“拉必额”受戒是因为它正对

着朱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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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也来穆来穆）现今称谓“萨阿丁也”。它

是“体哈麦”的一座山。距离麦加 72公里，48英里，
它是也门人，加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戒关。 
 
第四：       （各尔奴，麦纳自立）现今称谓“塞力开必

了”，距离麦加 72公里，48英里，它是乃吉德人，塔
义福人的戒关。 
 
第五；         （匝体，阿乐各）现今称谓“代乐丙也”

它是一座小山，距离麦加 72公里，48英里。它是东方
人，伊拉克人，伊朗人的戒关。 
         
      这些区域性的戒关是不允许朝觐者—无论正朝还是

小朝—不受戒而经过的地方。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在 伊本阿巴斯 （愿安拉喜
悦）传述的圣训 里 解明了这些。他说：穆圣（愿安拉
福安之）曾为麦地纳人把祖力户来法设为戒关；为叙利

亚人把朱哈法设为戒关；为乃吉德人把各尔奴，麦纳自

立设为戒关；为也门人把也来穆来穆设为戒关；它们是

专属这些人，以及来自这些方向准备正朝或副朝的人

们，在这些戒关以内的人们当从当地受戒，尤其是麦加

人从麦加受戒。—布、穆公认. 
                                                              
    穆斯林圣训集有一段加比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
训：“伊拉克人的戒关是匝体，阿乐各”谁在途中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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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戒关中的某一戒关的话，那当他知道时从最近的

地方受戒。同样，乘坐飞机的人要在空中朝着这些戒关

中的某一戒关受戒，不允许推迟受戒直到降落在吉达机

场，犹如部分朝觐者的行为。因为吉达并不是外来旅行

者的戒关，除了当地人，以及在吉达举意正朝或副朝的

人。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人从吉达受了戒，那么他就放弃

了一件瓦吉布—从戒关受戒—则必须宰牲。 
         
       同样，谁经过戒关不受戒，则必须返回戒关，如果
他没返回而从别的地方受了戒，那么必须交纳罚赎，既

宰一只羊或七分之一骆驼或七分之一牛，并分散给禁寺

附近的贫民，自己不能吃。 
         
      朝觐的形式：朝觐前的可嘉行为有洗大净，用香
水，男士不能穿缝制的衣服，穿两件白色的戒衣。 
         
      最正确的是受戒没有专门的拜功。不过，假如刚好
碰上礼拜的时间，则在拜后受戒—因为 穆圣（愿安拉
福安之）在主命拜后受的戒—然后，任意选择一种形式

受戒：享受朝，连朝，单朝。 
         
        享受朝：   即在朝觐的月份副朝，并在同年正朝。 
         
       连   朝：   即同时举意正，副朝，或以副朝受戒，
然后在环游天房之前再加入正朝的举意，因此，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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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关同时举意正副朝或者在副朝的环游天房之前，然后

转天房，奔跑塞法，买尔沃。 
        
        单   朝：    即在戒关只以正朝受戒，直到完成朝觐
功课。 
        
       不是禁寺周围的享受朝者和连朝者必须宰牲。 
         
      人们对这三种形式的最优越 的持不同意见。众学者
中部分人主张享受朝最优越。 
        当他以一种形式受戒后，念响应词： 
                                                               
                                                                  

م   د ّإن الح،   لبی   ك ال ش   ریك ل   ك لبی   ك،لبی   ك  اللّھ   م لبی   ك 
والنعمة لك والملك ال شریك لك                                                                                                 

“主啊！我响应你来了！我来了，你独一无偶，一切
的赞颂，恩惠，国权只归你，你独一无偶” 
       
     多念响应词，男子可大声高念。 
 
禁戒事项： 
受戒者不许做的事项，有九件：          
   
    一：剃或用其它方式来除全身的毛发。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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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٩٦:سورة البقرة  }وال حتلقوا رووسكم  حيت يبلغ اهلدي  حمله{

 
你们不要剃发，直到牺牲到达其定所。”——黄牛章第

196节 
                                                           
     二：剪指甲，他因此而感觉舒适，就像剃毛发，除
非有故，可剃。 
    
      三：遮头部，因为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禁止朝
觐者戴头巾。他曾经对摔死的朝觐者说：你们不要遮住

他的头，因为复生之日他将被复生，口念响应词。——

布、穆公认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曾说过：男
子的受戒在头上，女子的受戒在脸上。  百海各的传
述。 
    
      四：男子身穿缝制品，脚穿靴子。阿布都
拉·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说：有人
问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受戒者该穿什么？他说：受

戒者不能穿长袍，带头巾，穿斗篷，穿裙子，用番红花

和姜黄染过的衣物，穿靴子，只有找不见拖鞋的人，可

剪短靴子，低于两踝骨。——布、穆公认。 
      
    五：用香料。因为在塞负瓦·本·叶阿俩·本·乌曼

也（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曾命令一个人洗掉香料。——布、穆公认。在伊本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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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愿安拉喜悦） 传述的圣训 ，穆圣（愿安拉福安
之）曾对被摔死的朝觐者说：你们不要用香料腌制

他。——布、穆公认。穆斯林圣训集中有一段圣训说：

“你们不要给他用香料”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前段圣训 禁止朝
觐者受戒之后用香料。 
    
     六：打猎。安拉说： 

  ٩٥ اآلیةسورة المائدة  }منوا ال تقتلوا الصيد وأنتم  حرميا أيهاالذين أ{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

要宰杀所获的飞禽走兽。”            ——筵席章 第 95节                              
    
禁止 捕猎即是不杀，不伤。安拉说： 
                                            

                                           ٩٦ :اآلیةسورة المائدة  }اًالبر ما دمتم حرم وحرم عليكم صيد{

            
       “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要猎取
所获的飞禽走兽。”    —筵席章 第 96节 

 
    七：订婚。受戒者不能婚，嫁，不能主持婚姻。因为
欧思曼（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受戒者不能婚，

嫁，也不能求婚。——穆斯林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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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性交。安拉说： 

 ١٩٧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فمن فرض فيهن احلّج فال رفث{

                                                                                                                  

“凡在这几个月内决计朝觐的人，在朝觐中当戒除淫

词”——黄牛章第 197 节 
                                                               
  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解释为：性交，证据是：
安拉说： 

  ١٨٧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بقرة    }أحل لكم ليلة  الصيام  الرفث إيل نسائكم{

 “斋戒的夜晚，准你们和妻室交接。”    

黄牛章第 187节 
     意为：性交。 
     
      九：  除性交外的亲吻，抚摸，以及带情欲的注视，
因为那是性交的前奏，同样禁止。 
      
      女子就象男子同样受禁止，不同的是女子受戒是在
脸部，因此不允许戴面纱，面罩等，不许戴手套。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中有：“受戒的

女子不许戴面纱，不许戴手套。”——布哈里传述。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说：“女子受戒是在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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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百海各的传述。阿依莎（愿安拉喜悦）传

述的圣训说：“我们和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受着戒，

曾经有一个商队经过我们，当他们面对我们时，我们从

头顶放下头巾遮住脸部，当他们走过时，我们就揭起

来。” ——艾哈买德，艾布达五代，伊本马哲的传

述。 
       
      女子和男子一样禁止撕发，剪指甲，打猎等等，因
笼统的教律，但女子可以穿缝制品，戴手套，遮头部。 
     
 
 第二要素：住阿尔法山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朝觐就是住阿尔法

山”——艾哈买德，以及四大部圣训传述。 
 
第三要素：环游天房 
         安拉说： 

    ٢٩  اآلیة سورة  الّحج       }وليطّوفوا بالبيت  العتيق{

  “叫他们围绕那间古房而环行。”——朝觐章第 29
节           
 
第四要素：塞法，买尔沃之间的奔走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你们奔走吧！真主

确已记住你们的奔走了。”——艾哈买德，百海各的传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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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的必定事项：  七件 
        
  1- 在戒关受戒 
  2- 驻阿尔法山直至太阳西落——针对白天住的人而言 
 3- 穆资岱立法过夜 
  4- 晒干肉的三天在米那过夜 
   5- 打石 
  6- 剃头或剪头发 
 7-  辞朝                     
    
朝觐的形式 
          
      男子 受戒时的圣行是洗大净，在头部 和胡须上洒香
水，穿两件白色的戒衣；至于女子则穿平常的衣服，条

件是不许浓妆艳摸。 
            
         当来到戒关，如赶上主命拜时，则先主命礼拜后
受戒；如不是主命拜的时间，则礼两拜小净的圣行拜，

不要举意受戒拜。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说过或做过受戒的圣行拜。 
         
        礼完拜之后，举意朝觐。 
 
如举意享受朝则念： 意为：主              لبیك  اللھم  عمرة
啊！响应你！我来副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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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举意单朝则念：  لبیك  اللھم  ّحجا   意为  ：主啊！响
应你！我来正朝！ 
 
如举意连朝则念：   لبیك  اللھم ّحجا في عمرة    意
为  ：主啊！响应你！我来连朝！    
 
男子可高声念，女子则相反，此间的圣行是多念。     
 
到达麦加当 已环游天房作为功课的开始，以黑石为起
点，天房在左边，亲吻黑石，用右手抚摸，如不拥挤；

否则 指点即可。并念大赞词： 
تب  اع اللھ  م  إیمان  ا  ب  ك وت  صدیقا بكتاب  ك ووف  اء بعھ  دك وإ  

یك  صلي اهللا علیھ وسلم                                                                                              لسنة نب
   主啊！我 皈依你，相信你的经典，履行你的约定，跟
随你的先知（愿安拉福安之）的圣行。                                                                                               
    
     环游七圈，到达也门方向的一角时，只需摸一下。 
     
    环游天房的 圣行是在“初游”的环游时的前三圈中

的疾走，慢跑。意思是：紧跟前面的人，加快步伐。犹

如在布，穆圣训集中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
的圣训里所记载 ：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经小跑三
圈，慢走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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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游天房的圣行还有袒露右肩。即：把戒衣从右腋
下穿过，搭在左肩上。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传述

的圣训 ：“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与其圣门弟子们
（愿安拉喜悦）曾经袒露右肩，小跑三圈。”袒露右肩

只是在 环游天房的七圈中圣行，并无其他圣行。 
                                                              
     在环游天房时用自己最喜欢的祷词虔诚的，恭敬的
祈祷。在黑石和也门方向的一角时念： 

س ورة    }ب  النـار ربنا  أتنـا يف الـدنيا حـسنة ويف األخـرة  حـسنة وقنـا عـذا            {

   ٢٠١ اآلیةالبقرة  
                                                                                            

“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

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求你保护我们，免

受火狱的刑罚。”——黄牛章第201节 
在每一圈念固定的祷词并没有圣训的根据，反而是新

生，异端。 
      
    环游天房有三种：伊法代，古度目，未达尔（辞
朝）。第一个是朝觐要素，第二个是圣行，第三个依据

侧重的说法是必定的（瓦吉布）。 
               

 
        环游天房结束后，在伊布拉欣圣人立足处或禁寺任
何地方礼两拜，第一拜念： 第          قل یا أیھا الكافرون
二拜念：قل ھو اهللا أحد    轻快的礼这两拜是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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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塞法，买尔沃之间奔走七圈。从塞法开始，
到买尔沃结束。在塞法的圣行是念： 

بيت أواعتمر فال جناح عليه أن إّن الصفا واملروة من شعائر ا فمن حج  ال{
  ١٥٨سورة البقر  }فإّن ا شاكر عليم ا ومن تطوع  خريا هبميطّوف

安拉说 
“塞法和买尔沃，确是真主的标识。举行大朝或小朝的

人，无妨游此两山。自愿行善者 （必得善报），因为
真主确是厚报的，确是全知的。”—黄牛章第 158节        

          
        以真主开始的地方开始。 
        然后登上塞法山面向朝向升起双手念： 

 أكب  ر، ال إل  ھ إال اهللا وح  ده ال ش  ریك اهللا أكب  ر، اهللا،اهللا أكب  ر
ء لھ الملك ولھ الحم د یح ي ویمی ت وھ و عل ي ّك ل ش ي            ،لھ  

ال إل  ھ إالهللا وح  ده أنج  ز وع  ده ون  صر عب  ده وھ  زم     ،ق  دیر
                                                             أألحزاب وحده        

     真主至大！     真主至大！     真主至大！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偶，国权和赞美只属
于他，使人活，使人死，无所不能！     万物非主，唯
有真主！履行诺言的，援助仆人的，毁灭乱教的，独一

无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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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任意祈求今后两世的吉庆，并重复此祷词三
便。 
      
        然后下山走向买尔沃，男子要遵的圣行是在两个绿
色标记之间激烈的奔跑，条件是不伤他人安全。到了买

尔沃后，上山，转向朝向，升起双手祈祷。就和在塞法

山上做的一样。 
                                                             
  如果在奔跑时念： 
                                                                

                                                         اغفر وارحم ّإنك أنت األّعز  األكرمّرب 
  “主啊！求你赎饶，求你赐悯！因为你是最强大的，
最慷慨的。”则无妨。因为 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
悦）传述的圣训和伊本买思欧德传述的圣训可证明其正

确。 
      
      奔跑时的可嘉行为是带小净，即使无小净也无妨；
就算月经妇奔跑也可以。因为小净不是奔跑正确的条

件。 
      
      享受朝者如完成奔跑后，男子可剪短全部的头发，
女子可剪短指节般的头发。至于单朝者和连朝者则继续

受戒直到宰牲节那天射完“阿各白”的石柱之后才可开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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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伊历十二月八日（太尔维叶之日）清晨，享受
朝者在住处以正朝受戒，准备朝觐的麦加人也是同样，

受戒时洗大净，清洁毛发等等，至于去禁寺受戒的圣

行，据我们所知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不但没有做过，

而且也没有命令圣门第子去做。在布，穆两大圣训集中

有一段贾比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穆圣（愿安

拉福安之）曾对他们说：“你们开戒！直到太尔维叶之

日，然后再以正朝受戒…”圣训。穆斯林圣训集里也有

他传述的圣训：“当我们念响应词前去米那山时，穆圣

（愿安拉福安之）曾命令我们受戒，我们在“艾布台

哈”受的戒。享受朝者受戒时念：         لبیك اللھم حجا
意为：主啊！相应你！我来正朝！ 
         
        可嘉行为是 在米那山短做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不
并礼.并在山上过夜.在穆斯林圣训集里有贾比尔（愿安
拉喜悦）传述的圣训为证. 
         
         到了伊历十二月九日(阿尔法之日)当太阳升起的时
候，前往阿尔法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驻守“乃米尔”

清真寺至太阳西落，仿效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圣行;
假如条件不允许,就驻守阿尔法山,太阳偏移之后，两
拜，两拜的短礼并且并礼晌礼和甫礼，然后来到阿尔法

的旷野，如果可以使“热合买特”山在自己和朝向的方

向之间，不行的话，只朝向天房的方向,升起双手，专
心致志的纪念真主，极尽虔诚,祈祷,念古兰经，伍萨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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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说：“我曾经在阿尔法跟随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身后,他升高双手祈祷，骆驼跑
了，缰绳掉了，甚至缰绳拉斜了穆圣（愿安拉福安之）

的一只手，但他的另一只手仍在祈祷。”——乃撒义的

传述。 
        
       穆斯林传述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一直站着祈
祷，直到太阳落山，红霞散尽。 
        
       阿尔法之日的祈祷是最强的祈祷。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说：“最好的祈祷是 阿尔法之日的祈祷，我和
以前的众先知们说过的最好的言辞是： 

وھو  دلھ الملك ولھ الحم، ال إلھ إال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شریك لھ 
                                                علي ّكل شيء قدیر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偶，国权和赞美只
属于他，他是万能的主!   ”——穆 斯林传述。必须要
显出极度的需求和渴望，为真主卑躬屈节，不要随意放

弃这个美好的机会。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真

主没有在任何一天比在 阿尔法之日更多的赦免奴仆，
让他们靠近，然后对众天使炫耀说：“这些人们想要什

么?”____穆斯林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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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守阿尔法是朝觐的要素；驻守直至太阳落山是瓦
吉布；朝觐者必须确认阿尔法山 的界限，许多朝觐者
粗心大意以至驻在界外，这些人等于没有朝觐。 
         
     当太阳落山后,缓慢的,沉着的向穆资岱立法前进. 穆
圣（愿安拉福安之）说:人们啊!慢点!慢点!_穆斯林的传
述.  到达后,延迟并礼昏礼和宵礼,昏礼三拜,宵礼两拜.    
圣行是在穆资岱立法礼这两拜,因仿效. 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  除非担 
心错过宵礼的时间,可在任何地方礼这两拜. 
       
      在穆资岱立法过夜,没有用礼拜和别的什么来复活此
夜的说法。因为，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没有如此作
过， 穆斯林圣训集有一段加比尔（愿安拉喜悦）传述
的圣训记载：“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来到穆资岱立法

以一个宣礼词；两个成拜辞并礼了昏礼和宵礼；两拜之

间没礼别的什么拜，然后侧卧直到天色大亮。” 
        
     有故之人和老弱病残可以在半夜；月亮下沉之后离
开穆资岱立法，前往米那山射石。   至于强壮之人和没
有带领老弱病残之人则继续留在穆资岱立法，直到天色

大亮。先如今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在前半夜射石，图一时

之欢而相反圣行。 
        
       在穆资岱立法礼完晨礼之后；站在禁标前，面向朝
向，升高双手，多多祈祷真主，直到天色已完全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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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资岱立法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穆圣（愿安拉福安

之）说：“我站在这儿；它的全部都是立站之地。”

___穆斯林的传述..   它的全部指的是穆资岱立法。 
       
       伊历十二月十日(宰生日)太阳出升之前；前往米
那，用七粒石子射“阿各白”的石柱。它是靠近麦加的

最大的石柱。每粒要稍比埃及豌豆大一点。众学者一致

公认可从任何地方射石柱，最好是站在天房和米那山之

间射石。伊本买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

“当他来到大石柱前；天房在他的左边，米那在他的右

边，打了七粒石子。他说：“黄牛章降示与他的那个人

就是这样做的。”——布、穆公认。不允许用大石头，

浮石，破鞋等物射石。朝觐者在射石后停止念响应词。 
          
      圣行是：先射石，后宰牲，再剃头或剪短；应提倡
男子剃头。因为，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为剃头者祈

祷吉庆，求赎饶三次，仅为剪发者祈祷一次。——布、

穆公认。  然后去禁寺环游天房(伊法代)。 
         
        这是圣行。因为，穆斯林通过贾比尔·本·阿布都

拉（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记载：“穆圣（愿安拉福

安之）来到树前的那个石柱；射了七颗石子，每射一颗

石子念一次大赞词。在谷底射石后，来到屠宰场宰牲，

最后环游天房，并在麦加完成了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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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倒这四件功课的先后顺序无妨。犹如布、穆共
同通过阿布杜拉·本·阿米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有

关辞朝的圣训：“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站立着，人们

前来询问，他说：那天只要是有关提前或退后的问题，

但穆圣（愿安拉福安之）说：去做吧！无妨！”。 
         
       享受朝者环游天房(伊法代)之后，奔跑塞法和买尔
沃。因为他的第一个奔跑是副朝的，这个是正朝的。 
至于单朝者和连朝者则已跑过了，不许要再次重复。贾

比尔（愿安拉喜悦）说：“穆圣（愿安拉福安之）和圣

门弟子只奔跑过一次。”——穆斯林的传述。 
        
       晒干肉的三天（伊历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
日）是不仓促起程的人的射石的日子。 至于仓促起程
的人则射十一，十二两天。安拉说： 

واذكروا  ا  يف  ايام معدودات  فمن تعجل  يف يومني فال إثم عليه ومن تأّخر {
  ٢٠٣ :اآلیةسورة البقرة    }فال إثم عليه ملن إتقي

 
   “你们当在数日内纪念真主，在两日内仓促起程的
人，毫无罪过；延迟的人，也无罪过。(抉择的权利)，
专归敬畏的人。”                 ______黄牛章第 2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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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觐者以靠近“黑法清真寺”的小石柱开始射七颗

石子； 每射一颗石子念一次大赞词。然后射中石柱七
颗石子；最后射大石柱七颗石子。圣行是：站在小石柱

的后面和中石柱的后面，朝向天房的方向，长时间的祈

祷。大石柱则不需要。 
      
     射石的时间从太阳偏移之后开始。 伊本欧麦尔（愿
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中说：“我们在等机会；太阳一

偏，我们就射了石。”——布哈里的传述。 
       
     众学者一致公认：晒干肉三天的射石的最后期限是
伊历十二月十三日太阳落山， 谁在那时还没打，就必
须宰牲。 
    
       晒干肉三天夜里驻米那；十一、十二，如果十二日
太阳落之前还没下山，则必须再驻一晚，接着打十三日

的石子。 
       
      众学者公认在完成辞朝(维达尔)之前；不能离开麦
加，因为它是朝觐的必定事项之一。月经妇则不包括在

内。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 传述的圣训说：“穆

圣（愿安拉福安之）说：“辞朝之前；任何人不能离

开”。 另一传述：“不针对月经妇”——马里克的传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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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延迟(伊法代)至旅行时间，
则可代替辞朝(未达尔)。 
        
      朝觐归来的人念如下祷词是可嘉行为，就如布哈里
通过伊本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传述的圣训教导我们一

样。   穆圣（愿安拉福安之）曾经出征归来或是正、副
朝归来时，赞美真主，然后说： 
ال إل  ھ إّال اهللا وح  ده ال ش  ریك ل  ھ، ل  ھ المل  ك ول  ھ الحم  د، وھ  و عل  ى ك  ل ش  يء  

ص  دق اهللا وع  ده، ون  صر عب  ده، وھ  زم   . آیب  ون ت  ائبون لربن  ا حام  دون  . ق  دیر
  .األحزاب وحده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偶，国权和赞美只属于 
他，他是万能的主! 向真主悔罪，求真主赎饶！赞美我
们的主宰，履行了约会，援助了仆人，单独毁灭了乱

教” 
 
 
 
 
   感谢伟大的真主，保佑我顺利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  
愿广大的穆斯林能从此书中获益， 求伟大的真主饶恕
我的父亲！阿     敏！  

 
 
 
艾布· 阿布杜阿济兹 
于圣城麦大毕业前夕 

2003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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