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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宣礼词：就是以特殊的记念词通告礼拜的时间已经进入
来崇拜真主。
-宣礼是在迁徙的第一年成为定制的。

-宣礼成为定制的哲理：
-宣礼是告诉人们礼拜的时间已经进入，以及礼拜的地点，
号召人们去礼拜，因为在集体礼拜中有诸多裨益。
-宣礼能唤醒疏忽者，提醒忘记者去礼拜——它是最伟大的
恩典，他能使仆人接近自己的养主，这就是成功。宣礼是对穆斯
林的邀请，以免他失去这种恩典。

-成拜词：就是以特殊的记念词通告礼拜已经成立了来崇
拜真主。

-宣礼词和成拜词的断法：
无论居家还是旅行时，宣礼词和成拜词对于男人都是副主命。
宣礼词和成拜词仅仅是针对五次主命礼拜与主麻拜。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宣礼员有四人：
比俩里·本·莱巴哈和阿姆鲁·本·温姆麦柯图慕（愿主喜
悦他俩）是麦地那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清真寺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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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礼员；赛阿德·艾勒格尔兑（愿主喜悦他）是古巴清真寺里的
宣礼员；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是麦加禁寺里的宣礼员。
艾布麦哈汝尔重复念宣礼词，然后再念成拜词；比俩里不重
复念宣礼词，然后念成拜词。

-宣礼词的贵重：
按照圣行，宣礼员应高声念宣礼，无论是人类、或精灵，或
其它的，只要听到宣礼员的声音，都会在复生日为他作证的。他
的声音所到之处都为他求饶，无论是陆地上的，还是水里的都见
证听到了他的宣礼声，同时，他还有与他一起礼拜者的报酬。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ﱠﺎﺱ ﹶﻣﺎ ﹺﰲ
ـﻢ ﺍﻟﻨ ﹸ
 » ﹶﻟ ﹾﻮ ﹶﻳـ ﹾﻌ ﹶﻠ ﹸ: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
ﹺ
ﹺ
ﹺ
ـﻢ ﹶﻳ ﹺ
ﺍﻟﺼ 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ﻻﺳﺘ ﹶﹶـﻬ ﹸـﻤﻮﺍ
ﺍﻟﻨﱢﺪﹶ ﺍﺀ ﹶﻭ ﱠ
ـﺠﺪﹸ ﻭﺍ ﱠﺇﻻ ﹶﺃ ﹾﻥ ﹶﻳ ﹾﺴﺘ ﹺﹶـﻬ ﹸـﻤﻮﺍ ﹶﻋ ﹶﻠ ﹾﻴـﻪ ﹾ
 ﹸﺛ ﱠﻢ ﹶﻟ ﹾ،ﻒ ﺍﻷﹶ ﱠﻭﻝ
“假如人们知道念宣礼词和站在第一班的优越性，他们只有
通过抽签才能获得它，那么他们一定会争先抽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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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维耶·本·艾布苏福扬（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ﻣﻌﺎﻭﻳﺔ ﺑﻦ ﺃﰊ ﺳﻔﻴﺎ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٢
ﱠﺎﺱ ﹶﺃﻋﻨﹶﺎﻗ ﹰﺎ ﻳﻮﻡ ﹺ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ﻘ ﹶﻴ ﹶﺎﻣ ﹺﺔ
»ﺍ ﹸﳌ ﹶﺆ ﱢﺫﻧ ﹶ
ﹸﻮﻥ ﹶﺃ ﹾﻃ ﹶﻮ ﹸﻝ ﺍﻟﻨ ﹺ ﹾ ﹶ 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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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宣礼员们是脖子最长的人。
”①

-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宣礼词的各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比俩里（愿主喜悦他）在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时代所念的宣礼词，总共有十五句：

ﹾﱪ
 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١

1.真主至大

ﹾﱪ
 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٢

2.真主至大

ﹾﱪ
 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3

3.真主至大

ﹾﱪ
 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4

4.真主至大
5.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٥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6.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6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7.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
8.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ﻮﻝ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٧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ﻮﻝ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8
ﺍﻟﺼ ﹶﻼ ﹺﺓ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ﱠ- ٩

9.快来礼拜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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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ﺼ ﹶﻼ ﹺﺓ
 - 10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ﱠ

10.快来礼拜

 -١١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 ﹶﻼﺡ

11.快来成功

 -12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 ﹶﻼﺡ

12.快来成功

ﹾﱪ
 -١٣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

13.真主至大

ﹾﱪ
 -14ﺍﷲﹸ ﹶﺃﻛ ﹶ ﹸ

 -١٥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14.真主至大
15.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① 。拜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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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念的宣礼词，
。总共有十九句，首先是四个大赞词和反复地念两个作证词
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亲自教授我念宣礼词，他说：

ﹶ
ﻋﲇ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ﺘﺄﺫﻳﻦ ﻫﻮ ﺑﻨﻔﺴﻪ
ﻋﻦ ﺃﰊ ﳏﺬﻭﺭ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ﻟﻘﻰ ﱠ
ﹶ
ﹶ
ﹶ
ﹶ
ﹾﱪ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
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
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
ﻓﻘﺎﻝ » :ﹸﻗ ﹾﻞ :ﺍﷲ ﺃﻛ ﹶ ﹸ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ﻮﻝ ﺍﷲ ]ﻣﺮﺗﲔ ،ﻣﺮﺗﲔ[
ﻮﻝ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ﻗﺎﻝ :ﹸﺛ ﱠﻢ ﹾﺍﺭ ﹺﺟ ﹾﻊ ﹶﻓ ﹸﻤﺪﱠ ﹺﻣ ﹾﻦ ﹶﺻ ﹾﻮﺗﹺ ﹶ
ﻚ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ﻮﻝ ﺍﷲ ،ﺣﻲ ﻋ ﹶﲆ ﺍﻟﺼ ﹺ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ﻼﺓ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ﱠ
ﹶ ﱠ ﹶ
ﻮﻝ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ﹺ
ﹶ
ﹶ
ﹾﱪ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ﱠ
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
ﺍﻟﺼﻼﺓ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ﻼﺡﹺ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ﻼﺡﹺ  ،ﺍﷲ ﺃﻛ ﹶ ﹸ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7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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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作证：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又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两遍两遍地念）他说：
‘然后你
再重复拉长声音念：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
快来礼拜，快来成功，快来成功，真主至大，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者’。
”①

-第三种方式：例如前面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所
念的宣礼词，唯独不同的是开头的大赞词仅为两遍，总共有十七
句。 ②

-第四种方式：除最后一句为单数外，其它的均为两遍，
总共有十三句。其依据是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
训》，他说：

ﺍﻥ ﹶﻋ ﹶﲆ ﹶﻋ ﹾﻬ ﹺﺪ ﺭﺳ ﹺ
، ﹶﻣ ﹾﺜﻨﹶﻰ ﹶﻣ ﹾﺜﻨﹶﻰ ﻮﻝ ﺍﷲ
ﹶﺎﻥ ﺍﻷﹶ ﹶﺫ ﹸ
 ﻛ ﹶ: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ﹶ ﹸ
ﹺ
ﹺ
ﱠﻚ ﹶﺗ ﹸﻘ ﹸ
 ﱠﺇﻻ ﹶﺃﻧ ﹶ،ﹶﻭﺍﻹ ﹶﻗ ﹶﺎﻣ ﹸﺔ ﹶﻣ ﱠﺮ ﹰﺓ ﹶﻣ ﱠﺮﺓﹰ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ﺍﻟﺼﻼ ﹸﺓ
 ﹶﻗﺪﹾ ﹶﻗ ﹶﺎﻣﺖ ﱠ،ﺍﻟﺼﻼﺓﹸ
 ﹶﻗﺪﹾ ﹶﻗ ﹶﺎﻣﺖ ﱠ:ﻮﻝ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代，宣礼词都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192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3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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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念双的，成拜词念单的，但你当念‘拜功确已成立了，拜功确
已成立了’
。” ①
-这所有的宣礼方式都属于圣行，为了保护圣行，如果不害
怕出现分歧，可以用这种方式念一遍宣礼词，也可以用那种方式
念一遍；在这个地方念这种方式的宣礼词，在那个地方念那种方
式的，复兴多样化的法定圣行。
-宣礼员在晨礼宣礼词的“快来成功”之后增加一句：

ﹺ
ﺍﻟﺼﻼ ﹸﺓ ﹶﺧ ﹾ ﹲﲑ ﹺﻣ ﹶﻦ ﺍﻟﻨﱠﻮ ﹺﻡ
 ﱠ،ﺍﻟﺼﻼ ﹸﺓ ﹶﺧ ﹾ ﹲﲑ ﻣ ﹶﻦ ﺍﻟﻨﱠﻮ ﹺﻡ
ﱠ
“礼拜比睡觉更好，礼拜比睡觉更好”
，这是针对前面所提到
的各种方式的宣礼词。

-宣礼词正确的条件：
宣礼词应当在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后,按照顺序的、连续不断的
念。宣礼员应当是穆斯林、男子、诚实的、理智健全的、公正的、
成年的或者是具备辨别能力的。根据《圣训》中提到：宣礼词应
当用阿拉伯语，成拜词也是如此。

-宣礼词中的圣行：
按照圣行，应当提高声音诵念宣礼词，在念到“快来礼拜”
时向右转，在念到“快来成功”时向左转，有时把两个句子中的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0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628 段，原文出自《奈

沙伊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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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句子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圣训》明文提到的，按
照圣行，在念宣礼词中转动方向，即使是对着扩声器也罢！因为
那是法定的。
-按照圣行，宣礼员应当是声音洪亮的、知道礼拜时间进入
的人，他应身带大小净、面对朝向地站着念宣礼词。在念宣礼词
时，要把两个食指放在两耳中，并当站在高处念宣礼词。

-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后念宣礼词的断法：
不允许、也不许可在五次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前念宣礼词。
按照圣行，应在黎明前足够封斋者吃封斋饭的时间念宣礼，
因为他站着反复地念宣礼词，可以唤醒沉睡者，让礼夜间拜者以
威特尔拜结束自己的夜间拜。当黎明来临时，再为晨礼拜念宣礼
词。

-听到宣礼声说什么：
按照圣行，男女穆斯林在听到宣礼时应做的事项：
-应说类似宣礼员所说的言词，以便他获得类似宣礼员所获
得的报酬，但当宣礼员念到“快来礼拜”和“快来成功”时则例
外，听者应当说：

.ﹶﻻ ﹶﺣ ﹾﻮ ﹶﻝ ﹶﻭ ﹶﻻ ﹸﻗ ﱠﻮ ﹶﺓ ﱠﺇﻻ ﺑﹺﺎﷲ
“无能为力，全凭真主的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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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礼结束之后，宣礼员和听者都应低声祝福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
。
-按照圣行，在宣礼结束之后，听者应当说贾比尔·本·阿
》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这段《圣训
，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ﹺ
ﲔ
 -٣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 :ﹶﻣ ﹾﻦ ﹶﻗ ﹶﺎﻝ ﺣ ﹶ
ﻼﺓ ﺍﻟ ﹶﻘ ﹺ ﹺ
ﻳﺴﻤﻊ ﺍﻟﻨﱢﺪﹶ ﺍﺀ :ﺍﻟ ﱠﻠﻬـﻢ ﺭﺏ ﻫ ﹺﺬ ﹺﻩ ﺍﻟﺪﱠ ﻋﻮ ﹺﺓ ﺍﻟﺘﱠﺎﻣ ﹺﺔ ،ﻭﺍﻟﺼ ﹺ
ﺍﻟﻮ ﹺﺳﻴ ﹶﻠ ﹶﺔ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
ﺎﺋﻤﺔ ،ﺁﺕ ﹸﻣ ﹶ
ﱠ ﹶ ﱠ
ﹶ
ﹸ ﱠ ﹶ ﱠ ﹶ
ﹶ ﹾ ﹶ ﹸ
ﹶ
ﹶ
ﺖ ﹶﻟـﻪ ﹶﺷ ﹶﻔﺎﻋﺘﹺﻲ ﻳﻮﻡ ﹺ
ﹺ
ﹺ
ﺍﻟﻘ ﹶﻴ ﹶﺎﻣ ﹺﺔ«.
ـﺤ ﹸـﻤﻮﺩ ﹰﺍ ﺍ ﱠﻟﺬﻱ ﹶﻭ ﹶﻋﺪﹾ ﺗﹶـ ﹸﻪ ،ﹶﺣ ﱠﻠ ﹾ ﹸ
ﹶﻭﺍﻟ ﹶﻔﻀﻴ ﹶﻠ ﹶﺔ ،ﹶﻭﺍ ﹾﺑ ﹶﻌ ﹾﺜ ﹸﻪ ﹶﻣ ﹶﻘﺎﻣ ﹰﺎ ﹶﻣ ﹾ
ﹶ ﹶ ﹶ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当谁听见宣礼词时，他说：
‘主啊！调养这个完美的召唤和
成立拜功的主啊！求您赐予穆罕默德天堂里的居所和高贵吧！求
！您把他复生在您所许约他的受赞赏的地位吧
’那么，他在复生日
① ”。就可以获得我的说情
6F

-宣礼员念完两个作证词之后，听者应说以下记念词，塞阿
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ﹺ
ﲔ
ﻋﻦ ﺳﻌﺪ ﺑﻦ ﺃﰊ ﻭﻗ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ﻧﻪ ﻗﺎﻝ » :ﹶﻣ ﹾﻦ ﹶﻗ ﹶﺎﻝ ﺣ ﹶ
ﹶﻳ ﹾﺴ ﹶﻤ ﹸﻊ ﺍ ﹸﳌ ﹶﺆ ﱢﺫ ﹶﻥ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ﻭ ﹾﺣﺪﹶ ﹸﻩ ﻻ ﹶ ﹺ
ﴍ ﹶ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ﻋ ﹾﺒﺪﹸ ﹸﻩ ﹶﻭ ﹶﺭ ﹸﺳﻮ ﹸﻟـ ﹸﻪ،
ﻳﻚ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ﹴ
ﺎﻹﺳﻼ ﹺﻡ ﹺﺩﻳﻨ ﹰﺎ ،ﹸﻏ ﹺﻔ ﹶﺮ ﹶﻟـ ﹸﻪ ﹶﺫ ﹾﻧ ﹸﺒـ ﹸ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ﺭ ﹺﺿ ﹸ
ﻴﺖ ﺑﹺﺎﷲ ﹶﺭ ﹼﺑ ﹰﺎ ﹶﻭﺑﹺ ﹸﻤ ﹶ
ـﺤ ﱠـﻤﺪ ﹶﺭ ﹸﺳﻮﻻﹰ ﹶﻭﺑﹺ ﹾ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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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说：
‘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我喜爱
真主为我的主宰，喜爱穆罕默德为我的先知，喜爱伊斯兰为我的
生活准绳’
，那么，他的罪过都己得到了饶恕。” ①
-然后他可以任意地为自己祈福。

-追随宣礼员的贵重：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 ﹶﺫﺍ: ﻳﻘﻮﻝ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ﻧﻪ ﺳﻤﻊ ﺍﻟﻨﺒﻲ
ﹺ
 ﹶﻓ ﹸﻘﻮ ﹸﻟﻮﺍ ﹺﻣ ﹾﺜ ﹶﻞ ﹶﻣﺎ ﹶﻳـ ﹸﻘ ﹸ،ﹸـﻢ ﺍ ﹸﳌ ﹶﺆ ﱢﺫ ﹶﻥ
 ﹶﻓﺈ ﱠﻧ ﹸﻪ ﹶﻣ ﹾﻦ ﹶﺻ ﱠﲆ ﹶﻋ ﹶ ﱠﲇ ﹶﺻﻼ ﹰﺓ ﹶﺻ ﹶﲆ ﺍﷲ، ﹸﺛ ﱠﻢ ﹶﺻ ﱡﻠﻮﺍ ﹶﻋ ﹶ ﱠﲇ،ﻮﻝ
ﹶﺳﻤ ﹾﻌﺘ ﹸ
ـﻐﻲ ﱠﺇﻻ ﻟﹺﻌﺒ ﹴﺪ ﹺﻣﻦ ﹺﻋﺒ ﹺ
ﺍﳉﻨ ﹺﱠﺔ ﻻ ﹶﺗﻨﹾﺒ ﹺ
ﹺ
 ﹶﻓ ﱠﺈﳖﹶﺎ ﹶﻣﻨ ﹺﹾﺰ ﹶﻟ ﹲﺔ ﹺﰲ ﹶ،ﺍﻟﻮ ﹺﺳﻴ ﹶﻠ ﹶﺔ
ﺎﺩ
ﹶﹾ ﹾ ﹶ
ﹶ
 ﹸﺛ ﱠﻢ ﹶﺳ ﹸﻠﻮﺍ ﺍﷲ ﹺﱄ ﹶ،ﹶﻋ ﹶﻠﻴﻪ ﺑﹺ ﹶـﻬﺎ ﹶﻋ ﹾﴩ ﹰﺍ
ﺖ ﹶﻟـ ﹸﻪ ﱠ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ﺸ ﹶﻔﺎ ﹶﻋ ﹸﺔ
ﺍﻟﻮ ﹺﺳﻴ ﹶﻠ ﹶﺔ ﹶﺣ ﱠﻠ ﹾ
 ﹶﻭ ﹶﺃ ﹾﺭ ﹸﺟﻮ ﹶﺃ ﹾﻥ ﹶﺃﻛ ﹶ،ﺍﷲ
 ﹶﻓ ﹶﻤ ﹾﻦ ﹶﺳ ﹶﺄ ﹶﻝ ﹺﱄ ﹶ،ﹸﻮﻥ ﹶﺃﻧﹶﺎ ﹸﻫ ﹶﻮ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该和宣礼员念的一
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谁祝福我一次，真主以此赐福他
十次；然后你们当向真主为我祈求媒介，那是天堂中的一个品级，
在真主的众仆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得，我希望我就是那个人，所
以谁为我祈求媒介，他在复生日将能得到我的说情。
”②
8F

-如果是把两拜聚集在一起礼者，或者是还补失去的主命拜
者，那么，他首先应先念一个宣礼词，然后为每次主命拜各念一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6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 段

11

。个成拜词
-如果是由于天气特别酷热而把晌礼延迟、或者是把宵礼延
迟到最贵重的时间。那么，按照圣行，如果是在旅行中，当他想
礼拜的时候，念宣礼词为最贵重的时间；如果他是居家者，在礼
。拜的时间进入时念宣礼词为最贵

-谁最有资格优先念宣礼词：
如果在清真寺里有两位、或更多的宣礼员为了宣礼而各不相
让，那么，声音最好的优先，其次是信仰和理智最好者优先，再
其次是清真寺中礼拜者选择的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可以通过
。抓阄来解决；允许一座清真寺里有两位宣礼员

-宣礼词的威力：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ﹸﻮﺩﻱ ﻟﹺ ﹾﻠﺼ ﹺ
ﹺ
ﻼﺓ ﹶﺃ ﹾﺩ ﹶﺑ ﹶﺮ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 ﹶﺫﺍ ﻧ ﹶ ﱠ
ﺍﻁ ﺣﺘﱠﻰ ﻻ ﻳﺴﻤﻊ ﺍﻟﺘ ﹾﱠﺄ ﹺﺫﻳﻦ ،ﹶﻓﺈ ﹶﺫﺍ ﹸﻗ ﹺﴤ ﺍﻟﻨﱢﺪﹶ ﺍﺀ ﹶﺃ ﹾﻗﺒ ﹶﻞ ،ﺣﺘﱠﻰ ﺇ ﹶﺫﺍ ﹸﺛﻮﺏ ﻟﹺﻠﺼ ﹺ
ﱠ
ﻼﺓ
ﺍﻟﺸ ﹾﻴ ﹶﻄ ﹸ
ﱢ ﹶ ﱠ
ﹸ ﹶ ﹶ
ﹶ
ﹶ ﹾ ﹶ ﹶ
ﴐ ﹲ ﹶ
ﹶ
ﺎﻥ ﹶﻟـ ﹸﻪ ﹸ ﹶ
ﹺ
ﹶ
ﲔ ﺍ ﹶﳌ ﹾﺮ ﹺﺀ ﹶﻭ ﹶﻧ ﹾﻔ ﹺﺴﻪ ﹶﻳـ ﹸﻘ ﹸ
ﻮﻝ :ﺍ ﹾﺫﻛ ﹾﹸﺮ ﻛ ﹶﹶﺬﺍ ،ﺍ ﹾﺫﻛ ﹾﹸﺮ
ﻳﺐ ﹶﺃ ﹾﻗ ﹶﺒ ﹶﻞ ،ﹶﺣﺘﱠﻰ ﹶﻳـﺨﹾ ﹸﻄ ﹶﺮ ﹶﺑ ﹾ ﹶ
ﴤ ﺍﻟ ﱠﺘ ﹾﺜ ﹺﻮ ﹸ
ﺃ ﹾﺩ ﹶﺑ ﹶﺮ ،ﹶﺣﺘﱠﻰ ﺇ ﹶﺫﺍ ﹸﻗ ﹶ
ﹺ
ﺍﻟﺮ ﹸﺟ ﹸﻞ ﻻ ﹶﻳﺪﹾ ﹺﺭﻱ ﻛ ﹾﹶﻢ ﹶﺻ ﱠﲆ«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ـﻢ ﹶﻳﻜ ﹾﹸﻦ ﹶﻳ ﹾﺬﻛ ﹸﹸﺮ ،ﹶﺣﺘﱠﻰ ﹶﻳ ﹶﻈ ﱠﻞ ﱠ
ﻛ ﹶﹶﺬﺍ ،ﻟ ﹶـﲈ ﹶﻟ ﹾ
“当宣礼员为礼拜而念宣礼词时，恶魔就屁滚尿流地逃之夭
。夭，直至它听不到宣礼声才停下；当宣礼词结束之后，他就返回
当成拜词念起时，他又逃之夭夭；当成拜词结束之后，它又再次

12

返回，并穿梭在礼拜的人及其内心之间进行蛊惑，他说：
‘你当记
起这件事，你当记起这件事。
’让他想起以前想不起来的事，直到
那个礼拜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礼了多少拜。
”

①

-主麻天的宣礼词是在伊玛目坐在演讲台上的时候开始念，
在欧斯曼（愿主喜悦他）执政期间，当时的穆斯林人数增多，于
是他在主麻天的宣礼词之前增加了第二次召唤，当时的众圣门弟
子（愿主喜悦他们）也都赞同此事。成拜词就成了第三次召唤。

-宣礼员拿取报酬的断法：
伊玛目不能拿取带人礼拜的报酬，宣礼员也不能拿取他念宣
礼词的报酬。但是允许他拿取国库中为各座清真寺里的伊玛目和
宣礼员颁发的工资，如果他是为了伟大尊严的真主而任职的话。

-在宣礼员念宣礼词时进入清真寺者的断法：
谁在进入清真寺时，宣礼员正在念宣礼，他最好跟随宣礼员，
在宣礼结束之后，他应向真主祈祷，然后他应在礼完两拜庆寺拜
之后再坐下。

-在宣礼之后离开清真寺者的断法：
如果宣礼员念了宣礼，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清真寺，除非是由
于病症、或重新洗小净等类似的因素。

-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成拜词的各种方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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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拜词必须按照顺序的、连续不断的根据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进行：

第一种方式：十一句。即：比俩里（愿主喜悦他）曾经在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面前所念的成拜词：

ﹶ
ﹶ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ﹾﱪ -٣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ﹶ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 ٤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ﹾﱪ -٢ ،ﺍﷲﹸ ﺃﻛ ﹶ ﹸ
 -١ﺍﷲﹸ ﺃﻛ ﹶ ﹸ
ﹺ
ﹺ
ﹶﺭ ﹸﺳ ﹸ
ﺍﻟﺼﻼﺓﹸ -٨ ،ﹶﻗﺪﹾ
ﺍﻟﺼ ﹶﻼﺓ - ٦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 ﹶﻼﺡﹺ  -٧ ،ﹶﻗﺪﹾ ﹶﻗ ﹶﺎﻣﺖ ﱠ
ﻮﻝ ﺍﷲ -٥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ﱠ
ﹺ
ﹶ
ﹶ
ﹾﱪ -١١ ،ﹶ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ﹶﻗ ﹶﺎﻣﺖ ﱠ
ﹾﱪ -٠١ ،ﺍﷲﹸ ﺃﻛ ﹶ ﹸ
ﺍﻟﺼﻼﺓﹸ -٩ ،ﺍﷲﹸ ﺃﻛ ﹶ ﹸ
“1-真主至大，2-真主至大，3-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者，4-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5-快来礼
拜，6-快来成功，7-拜功已经成立了，8-拜功已经成立了，9-真
。主至大，10-真主至大，11-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①”
10F

第二种方式：十七句。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所念
的成拜词：

ﺍﻟﺘﻜﺒﲑ ﺃﺭﺑﻌ ﹰﺎ ،ﻭﺍﻟﺘﺸﻬﺪﺍﻥ ﺃﺭﺑﻌ ﹰﺎ ،ﻭﺍﳊﻴﻌﻠﺘﺎﻥ ﺃﺭﺑﻌ ﹰﺎ ،ﻭﻗﺪ ﻗﺎﻣﺖ ﺍﻟﺼﻼﺓ ﻣﺮﺗﲔ،

ﻭﺍﻟﺘﻜﺒﲑ ﻣﺮﺗﲔ ،ﻭ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ﻣ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大赞词四遍，作证词四遍，两句快来四遍，拜功已经成立
。两遍，真主至大两遍，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一遍
②”
1F

第三种方式：十句。它就是：

①

正确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9 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2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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ﹶ
ﹶ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ﺭ ﹸﺳ ﹸ
 ﹶﺣ ﱠﻲ،ﻮﻝ ﺍﷲ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ﹶ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ﹾﱪ
ﺍﷲ ﺃﻛ ﹶ ﹸ
ﹺ
ﹺ
ﹺ
ﹶ
 ﹶ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ﹾﱪ
 ﹶﻗﺪﹾ ﹶﻗ ﹶﺎﻣﺖ ﱠ،ﺍﻟﺼﻼﺓﹸ
 ﹶﻗﺪﹾ ﹶﻗ ﹶﺎﻣﺖ ﱠ،  ﹶﺣ ﱠﻲ ﹶﻋ ﹶﲆ ﺍﻟ ﹶﻔ ﹶﻼﺡﹺ،ﺍﻟﺼ ﹶﻼﺓ
ﹶﻋ ﹶﲆ ﱠ
 ﺍﷲ ﺃﻛ ﹶ ﹸ،ﺍﻟﺼﻼﺓﹸ
.ﺍﷲ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快来成
功，拜功已经成立了，拜功已经成立了，真主至大，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①
12F

-为了保护和复兴圣行的多样化，如果不害怕出现分歧，这
次可以用这种方式念，下次可以用那种方式念。
-在宣礼和成拜词之间，按照圣行是向真主祈求，礼拜，记
念真主和诵读《古兰经》
。
-在念宣礼词、成拜词、礼拜、或演讲时，根据需要允许使
用扩音器。如果会带来伤害，或干扰时，应取掉。

-谁念宣礼词与成拜词：
按照圣行可以委任一位男子念宣礼词与成拜词，宣礼员负责
念宣礼词，伊玛目负责念成拜词。宣礼员只有根据伊玛目的指示、
或眼神、或站立等才能起身念成拜词。
-按照圣行，宣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单念，唯独大赞词例
外，两句并为一句；有时每句都是单念，听者也是同样回答。至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0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6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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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拜词，并没有来自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证据
说明听到成拜词的人要回答。

-谁念宣礼词与成拜词：
根据正确的《圣训》记载，如果是在严寒、或大雨磅礴之夜、
以及类似这两种的情况下，宣礼员在两句快来或者是在宣礼之后
说：

ﹶﺃ ﹶﻻ ﹶﺻ ﱡﻠﻮﺍ ﹺﰲ ﺍﻟﺮ ﹶﺣ ﹺ
.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ﱢ
“真的，你们当在家中礼拜。
”①
13F

或者说：

. ﹶﺻ ﱡﻠﻮﺍ ﹺﰲ ﹸﺑ ﹸﻴﻮﺗﹺﻜ ﹾﹸ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ﺃﻭ ﻳﻘﻮﻝ
“你们当在家中礼拜。” ②
14F

为了复兴圣行，他可以这样做一次，那样做一次。
谁喜爱参加集体礼拜，就为其规定参加集体礼拜，即使是承
担法律责任的也罢！

-在旅行中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断法：
马立克·本·侯外莱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传述，
他说：曾有两个想旅行的人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9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90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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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ﻳﺮﻳﺪﺍﻥ ﺍﻟﺴﻔﺮ  ﺃﺗﻰ ﺭﺟﻼ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ﻣﺎﻟﻚ ﺑﻦ ﺍﳊﻮﻳﺮﺙ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ﹺ
ﹶﹺ
ﹶ
ﹶ
ﹶ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ﹾﱪﻛ ﹶﹸﲈ
 ﹸﺛ ﱠﻢ ﻟ ﹶﻴ ﹸﺆ ﱠﻣﻜ ﹶﹸﲈ ﺃﻛ ﹶ ﹸ، ﹸﺛ ﱠﻢ ﺃﻗ ﹶﻴﲈ، »ﺇ ﹶﺫﺍ ﺃ ﹾﻧﺘ ﹶﹸـﲈ ﹶﺧ ﹶﺮ ﹾﺟﺘ ﹶﹸـﲈ ﹶﻓﺄ ﱢﺫﻧﹶﺎ: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
“如果你俩外出，你俩要念宣礼词和成拜词，然后要让你俩
中年龄大的人领拜。
”①
15F

-为礼拜而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断法：
为礼拜而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合法性有四种状况：
-有宣礼词和成拜词的礼拜：每昼夜的五次礼拜和主麻拜。
-有成拜词而没有宣礼词的礼拜：就是并到它之前的礼拜，
也就是已经完成的拜功。
-具有特殊呼唤词的礼拜：日食拜和月食拜。
-没有宣礼词也没有成拜词的礼拜：例如副功拜、殡礼、两
节日拜和求雨拜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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