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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礼拜中诵读《开端章》的断法： 

礼拜者必须诵读《开端章》，无论是伊玛目，或者是跟拜

者，或者是单独礼拜者；无论是高声礼拜，还是低声礼拜；

无论是主命拜，还是副功拜；在每一拜里都必须诵读它，毫

不例外，除非是赶上伊玛目鞠躬时的跟拜者，他无法诵读《开

端章》，以及在伊玛目高声诵读的礼拜中，跟拜者不用诵读《开

端章》。 

-不会念《开端章》者，在礼拜中可以诵读《古兰经》

中容易的经文。如果任何经文都不会，他可以说： 

ةَ إالَّ « وَّ الَ قُ لَ وَ وْ الَ حَ ، وَ ُ ربَ اهللا أَكْ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وَ دُ هللا، وَ ـمْ احلَ انَ اهللا، وَ بْـحَ سُ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نسائي .»بِاهللا

“赞主超绝，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真主至大，无能为力，全凭真主。” 0F

① 

-如果礼拜者没有赶上第一拜，那么，他所赶上与伊玛

目一起礼的就是他的第一拜，在伊玛目出色兰之后，他应补

全失去的拜功。 

                                                        
①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32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9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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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中坏了小净该如何离去： 

如果在礼拜中坏了小净，或者是记起自己没有小净时，

他应离开，不需要先右后左出色兰。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 «: قال النبي  عن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عن ثَ دَ أَحْ مْ فَ كُ دُ ىلَّ أَحَ ا صَ إذَ
يُ  لْ فَ فَ ِ ، ثُمَّ لْيَنْرصَ هِ فِ ىلَ أَنْ ك عَ سِ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بن ماجه. »ـمْ

“如果你们某人在礼拜中坏了小净，那么，让他捏着鼻

子，然后转身离去。” 1F

① 

-穆斯林在礼拜中应念什么： 

-按照圣行，礼拜者在每一拜中都应诵念一整章经文，

并根据《古兰经》的编排顺序诵读。允许他把一章分在两拜

中诵读，允许在一拜中诵读多章《古兰经》，也允许在两拜中

重复诵读同一章经文，诵读时偶尔可以使某一章经文提前于

另外的一章，但不是经常。 

-无论是在礼主命拜，还是在礼副功拜中，允许礼拜者

诵读《古兰经》章节的开始、结尾或中间。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11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222 段，

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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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中停顿的地方： 

无论礼拜者是伊玛目，或跟拜者，或单独礼拜的人，都

有两处停顿的地方： 

第一：在入拜的大赞词之后，那是因为开拜的祈祷词。 

第二：在每一次诵读完经文之后、鞠躬之前的停顿，时

间长短根据个人的自愿。 

除此之外的停顿都是没有证据的，如伊玛目在诵读《开

端章》之后停顿，以便让跟拜者也诵读它。 

-开拜的祈祷词有三种： 

最高的是赞美真主，如： 

كَ « ـبَارَ تَ ، وَ كَ دِ ـمْ حَ بـِ ـمَّ وَ هُ انَكَ اللَّ بْـحَ كَ  سُ ُ ريْ ال إلَـهَ غَ ، وَ كَ دُّ اىلَ جَ تعَ ، وَ كَ مُ . »اسْ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赞您超绝，主啊！赞颂归于您，您的尊名真吉庆，您

的尊荣真清高。除您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2F

① 

其其是： 

كِنيَ " ِ نَ املُْرشْ ا مِ ا أَنَ مَ نِيفاً وَ ضَ حَ األَرْ اتِ وَ وَ امَ طَرَ السّ ي فَ يَ لِلّذِ هِ جْ تُ وَ هْ جّ إِنّ . وَ
كِي نُسُ الَيتِ وَ نَ  صَ ا مِ أَنَ تُ وَ رْ لِكَ أُمِ بِذَ يكَ لَهُ وَ ِ ِنيَ الَ رشَ املَ بّ الْعَ َايتِ هللا رَ ممَ ْيَايَ وَ حمَ وَ

نيَ  لِمِ مّ أَنْتَ املَْلِكُ الَ إِلَهَ إِالّ أَنْتَ . املُْسْ هُ كَ . اللّ بْدُ ا عَ أَنَ يبّ وَ فْتُ . أَنْتَ رَ َ رتَ اعْ تُ نَفْيسِ وَ لَمْ ظَ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77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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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ويبِ  رْ يلِ ذُ فِ اغْ بِي فَ نْ ِيعاً بِذَ نُوبَ إِالّ أَنْتَ .  مجَ رُ الذّ فِ غْ هُ الَ يَ الَقِ . إِنّ نِ األَخْ سَ ينِ ألَحْ دِ اهْ الَ . وَ
ا إِالّ أَنْتَ  نِهَ سَ ي ألَحْ ْدِ ا. هيَ يّئَهَ نّي سَ فْ عَ ِ ارصْ ا إِالّ أَنْتَ . وَ يّئَهَ نّي سَ فُ عَ ِ . لَبّيْكَ . الَ يَرصْ

يْكَ  دَ هُ يفِ يَ لّ ُ كُ ريْ اخلَْ يْكَ وَ دَ عْ سَ ّ لَيْسَ إِلَيْكَ . وَ الرشّ إِلَيْكَ . وَ ا بِكَ وَ الَيْتَ . أَنَ عَ تَ كْتَ وَ بَارَ . تَ
أَتُوبُ إِلَيْكَ  كَ وَ رُ فِ تَغْ  أخرجه مسلم "أَسْ

“我的意愿是崇拜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以物配主的人；

的确，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都是为

了养育全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真主；我只奉到此命令，我是

首先顺服的人。主啊！您是主宰，除您之外，绝无主宰，您

是我的主，我是您的仆人；我已自欺了，我承认自己的罪行，

求您饶恕我所有的错误吧！只有您才能饶恕罪过。主啊！求

您引导我品行端正，只有您才能引导高尚的品德，求您使我

远离恶劣的品行，只有您才能消除恶劣的品行；我顺从您，

响应您，您掌管一切幸福，任何伤害都不能到于您，我来于

您，必将归于您，您真吉庆，您真清高，我向您求饶恕，向

您忏悔。” 3F

① 

再其次是仆人的祈祷，如： 

ا« قِ وَ ِ َ املَرشْ تَ بَنيْ دْ امَ بَاعَ ايَ كَ طَايَ َ خَ بَنيْ يْنِيْ وَ دْ بَ اعِ ـمَّ بَ هُ نِي اللَّ قِّ ـمَّ نَ هُ ، اللَّ بِ رِ ملَغْ
ـجِ  ايَ بِالثَّلْ طَايَ نْ خَ لْني مِ سِ ـمَّ اغْ ، اللَّهُ نَسِ يَضُ من الدَّ بُ األَبْ نَقَّى الثَّوْ امَ يُ ايَ كَ طَايَ نْ خَ مِ

دِ  َ الربَ املَاءِ وَ  .متفق عليه .»وَ

“主啊！求您把我和我的过错分开，就如同您分开东方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7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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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一样遥远；主啊！求您清除我的过错，犹如洗涤白色

衣服上的污垢一样；主啊！求您用水、冰雪、清凉洗涤我的

过错吧！”① 

-推迟礼拜的断法： 

除了举意聚礼，或特别的恐惧，或疾病等问题，禁止推

迟礼主命拜的时间；也禁止礼拜者在礼拜期间眼观天空。 

-礼拜中可憎的事项： 

礼拜者在礼拜期间转动属于可憎的事项，除非因为特殊

需要，如恐惧等；礼拜中闭眼睛，遮脸，像狗一样的蹲坐，

玩耍，叉腰：就是把手放在腰上，观看使其分散注意力的娱

乐，叩头时把两小臂放在地上，憋着小便或憋着气礼拜，想

吃的饭菜已经准备好时礼拜，他能够吃完后再礼拜，倾斜着

礼拜，用围巾遮住嘴和鼻子，收拢头发或衣服，礼拜中打哈

欠，在清真寺里错误的随地吐痰，其罚赎就是把痰掩埋掉，

不允许对着朝向吐唾液，无论是拜内还是拜外。 

-憋着小便或憋着气者最好是方便后，重新洗小净再礼

拜；如果没有水，可以打土净礼拜，那对于他是最敬畏的。 

-礼拜中转动的断法： 

在礼拜中转动属于恶魔盗用仆人的礼拜。转动分为两种：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4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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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治疗精神方面的：向左边吐三口，

然后祈求真主护佑，免遭被驱逐的恶魔的伤害；至于医治身

体方面的，要全身心直接地对着朝向。 

-礼拜中采取遮挡物的断法： 

按照圣行，伊玛目或单独礼拜者礼拜时应对着立起的遮

挡物，如墙避，或柱子，或岩石，或棍子，或标枪等类似的

东西，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是居家者，还是旅行者；

也不论是主命拜，还是副功拜。至于跟拜者：伊玛目的遮挡

物就是他后面跟随者的遮挡物，或者是说伊玛目就是跟拜者

的遮挡。 

-从礼拜者面前经过的断法： 

-严禁从礼拜者与其遮挡物之间通过，不论是在麦加，

还是其它的地方，礼拜者都应挡回从其面前经过者，真主意

欲，如果他硬通过了，那么，罪在通过者，礼拜者的拜功不

会欠损。 

-如果没有遮挡物，伊玛目与跟拜者的拜功因女人，或

驴，或黑狗的通过而无效。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经过跟拜者的

前面，那么，跟拜者与伊玛目的拜功都不会被作废。因此，

任何人对着遮挡物礼拜时，让他接近它，以免有任何恶魔或

其他的经过他与遮挡物之间。 



9 
 

-礼拜中抬手的地方：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أَيْتُ النَّبِيَّ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١ بِريَ يفِ  رَ تَتَـحَ التَّكْ افْ
نْكِبَيْ  وَ مَ ذْ ـامَ حَ ـهُ لَ عَ ـجْ تَّى يَ ُ حَ ربِّ نيَ يُكَ ـهِ حِ يْ دَ عَ يَ فَ رَ الةِ فَ لَ الصَّ عَ وعِ فَ كُ َ لِلرُّ ربَّ ا كَ إذَ ، وَ ـهِ

، وإذا قال ـهُ ثْلَ هُ «: مِ دَ ـمِ نْ حَ مَ عَ اهللا لـِ مِ الَ » سَ قَ ، وَ ـهُ ثْلَ عَلَ مِ دُ «: فَ ـمْ لَكَ احلَ نَا وَ بَّ متفق . »رَ
 عليه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拜中，

当他念入拜的大赞词时，他抬起双手与两肩平行；当他念大

赞词鞠躬时，他做了类似的动作；当他说‘真主确已应答了

赞颂者的祈祷’时，他又做了类似的动作，他并且还说‘主

啊！一切赞颂都归于您’。” 5F

① 

-纳菲尔的传述： 

عَ  عن نافعو -٢ فَ رَ ، وَ َ ربَّ الةِ كَ لَ يفِ الصَّ ا دَخَ انَ إذَ أ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كَ
نَ  امَ مِ ا قَ إذَ ، وَ ـهِ يْ دَ ـعَ يَ فَ هُ رَ ـدَ ـمِ نْ حَ مَ عَ اهللا لـِ مِ ـالَ سَ ا قَ إذَ ، وَ ـهِ يْ دَ ـعَ يَ فَ ـعَ رَ كَ ا رَ إذَ ، وَ ـهِ يْ دَ  يَ

تَ  عَ كْ يِّ الرَّ ـرَ إىلَ النَّبـِ مَ كَ ابْنُ عَ لـِ ـعَ ذَ فَ رَ ، وَ ـهِ يْ دَ ـعَ يَ فَ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نيِ رَ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在礼拜中，当他念入拜的

大赞词时，他抬起双手；当他鞠躬时，他抬起双手；当他说

‘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祈祷’时，他抬起双手。当他从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3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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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坐后站起来时，他又抬起双手。伊本欧麦尔那是根据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做法而做的 。”① 

-礼拜中允许的事项： 

-允许礼拜者在礼拜时缠头巾，或戴帽子，穿衣服，裹

睡衣或戴帽子，上前，退后，上下演讲台，向左边吐唾沫，

并非往右边吐，在礼拜殿外也不能往面前吐唾沫，在礼拜殿

内应吐在自己的衣服上。也允许礼拜者杀蛇、蝎子等，同时

还允许礼拜者抱小孩等。 

-因为特殊情况，礼拜中允许礼拜者把头叩在衣服上，

或头巾上，或帽子上，如酷热等。 

-如果正在礼拜的男子要获得许可，那么，他的许可就

是：赞主超绝万物；如果正在礼拜的女子要获得许可，那么，

她的许可就是：拍手。 

-拜中打喷嚏时赞颂真主属于嘉行，如果他再次打喷

嚏，对他是一种恩典，他在礼拜中可以抬起双手，并赞颂真

主。 

-单独礼拜者，如果是高声诵读时，那么，就高声说“阿

米乃”；如果是低声诵读，那么，就低声说“阿米乃”。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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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礼拜者高声诵读的断法：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单独礼拜时都可以自己选择：要

么是在高声诵读的礼拜中不要高声诵读，要么是高声诵读时

不会影响到任何人，如睡觉的人，或病人等；或者是在女人

礼拜时来了非至亲的男人时，不要高声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