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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集体礼拜合法性的哲理：
集体礼拜是伊斯兰伟大的特征之一，就像众天使叩拜真
主的班次，纪律严明的军队，它是人们之间互相喜爱、互相
了解，互相怜悯，互相关怀的因素，体现了穆斯林的强大、
力量和一体化。
-穆斯林最伟大的聚会：
伟大的真主为穆斯林在特定的时间规定了聚会：其中有
每昼夜多次聚会的，如五番主命拜；有每周聚会一次的，如
主麻拜；有在一年中聚会两次的，如在每个地区的两个节日
拜；其中有对广大穆斯林每年聚会一次的，如阿拉法特山聚
会；其中还有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聚会的，如求雨拜与日食月
食拜。
-集体礼拜的断法：
对于每一位成年的、有能力的穆斯林男子，都必须参加
每昼夜的五番集体礼拜，不论是居家还是旅行，也不论是在
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在恐惧的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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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1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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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当你在他们之间，而你欲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

，教他们中的一队人同你立正，并教他们携带武器。当他们
礼拜的时候，叫另一队人防守在你们后面；然后，教还没有
礼拜的那一队人来同你礼拜，教他们也要谨慎戒备，并携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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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2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ـ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ﹶﺃ ﱠﻥ ﹶﺭ ﹸﺳ ﹶ
»ﻭﺍ ﱠﻟ ﹺﺬﻱ ﹶﻧ ﹾﻔ ﹺﴘ ﺑﹺ ﹶﻴ ﹺﺪ ﹺﻩ ،ﹶﻟ ﹶﻘﺪﹾ
ﻮﻝ ﺍﷲ  ﹶﻗ ﹶﺎﻝ :ﹶ
ﹺ
ﺖ ﹶﺃ ﹾﻥ ﹸﺁﻣ ﹶﺮ ﺑﹺ ﹶﺤ ﹶﻄ ﹴ
ﱠﺎﺱ ،ﹸﺛ ﱠﻢ
ﳘ ﹾﻤ ﹸ
ﺎﻟﺼ ﹶﻼﺓ ﹶﻓ ﹸﻴ ﹶﺆ ﱠﺫ ﹶﻥ ﹶﳍﺎ ،ﹸﺛ ﱠﻢ ﹸﺁﻣ ﹶﺮ ﹶﺭ ﹸﺟ ﹰﻼ ﹶﻓ ﹶﻴ ﹸﺆ ﱠﻡ ﺍﻟﻨ ﹶ
ﺐ ،ﹸﺛ ﱠﻢ ﹸﺁﻣ ﹶﺮ ﺑﹺ ﱠ
ﺐ ﹶﻓ ﹸﻴ ﹾﺤ ﹶﻄ ﹶ
ﹶﹶ
ﹺ ﹴ ﹸ
ﹸﺃ ﹶﺧﺎﻟﹺ ﹶ
ﻮﲥ ﹾﻢ ،ﹶﻭﺍ ﱠﻟ ﹺﺬﻱ ﹶﻧ ﹾﻔ ﹺﴘ ﺑﹺ ﹶﻴ ﹺﺪ ﹺﻩ ﹶﻟ ﹾﻮ ﹶﻳ ﹾﻌ ﹶﻠ ﹸﻢ ﹶﺃ ﹶﺣﺪﹸ ﹸﻫ ﹾﻢ ﺃ ﱠﻧ ﹸﻪ ﹶﳚﹺﺪﹸ ﹶﻋ ﹾﻈ ﹰﲈ
ﻒ ﺇﹺ ﹶﱃ ﺭ ﹶﺟﺎﻝ ﹶﻓﺄ ﹶﺣ ﱢﺮ ﹶﻕ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ﻬ ﹾﻢ ﹸﺑ ﹸﻴ ﹶ ﹸ
ﹺ
ﹶﺳ ﹺﻤﻴﻨﹰﺎ ﹶﺃ ﹾﻭ ﹺﻣ ﹾﺮ ﹶﻣﺎﺗ ﹾ ﹺ
ﹶﲔ ﹶﺣ ﹶﺴﻨﹶﺘ ﹾ ﹺ
ﺎﺀ«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ﹶﲔ ﹶﻟ ﹶﺸ ﹺﻬﺪﹶ ﺍ ﹾﻟﻌ ﹶﺸ ﹶ
“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发誓，的确，我想命人给我拿来一
些干柴草，然后我命令人们来礼拜，当宣礼词念完之后，我
就命一个人带着大家礼拜，然后我去找那些没有来参加礼拜

①

《妇女章》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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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并烧掉他们的房子，以掌握我的生命的主发誓，假若
他们某人要是知道他们来能得到一块带有一点肥肉的骨头，
或者是得到两个羊蹄子，他们一定会来参加宵礼!” ①
1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有一个盲人来找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ﹶﺭ ﹸﺟ ﹲﻞ ﹶﺃ ﹾﻋ ﹶﻤﻰ ﹶﻓ ﹶﻘ ﹶﺎﻝ ﹶﻳﺎ ﹶﺭ ﹸﺳ ﹶ  ﹶﺃﺗﹶﻰ ﺍﻟﻨﱠﺒﹺ ﱠﻲ: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3
ﻮﻝ ﺍﷲ ﺇﹺ ﱠﻧ ﹸﻪ
ﹺﹺ
 ﹶﻓ ﹶﺴ ﹶﺄ ﹶﻝ ﹶﺭ ﹸﺳ ﹶ،ﹶﻟ ﹾﻴ ﹶﺲ ﹺﱄ ﹶﻗ ﹺﺎﺋﺪﹲ ﹶﻳ ﹸﻘﻮ ﹸﺩ ﹺﲏ ﺇﹺ ﹶﱃ ﺍ ﹾﹶﳌ ﹾﺴ ﹺﺠ ﹺﺪ
،ﺺ ﹶﻟ ﹸﻪ
ﺺ ﹶﻟ ﹸﻪ ﹶﻓ ﹸﻴ ﹶﺼ ﱢ ﹶﲇ ﹺﰲ ﹶﺑ ﹾﻴﺘﻪ ﹶﻓ ﹶﺮ ﱠﺧ ﹶ
 ﹶﺃ ﹾﻥ ﹸﻳ ﹶﺮ ﱢﺧ ﹶ ﻮﻝ ﺍﷲ
ﹺ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ﺐ
 » ﹶﻓ ﹶﺄ ﹺﺟ ﹾ: ﹶﻗ ﹶﺎﻝ، ﹶﻧ ﹶﻌ ﹾﻢ:ﺎﻟﺼ ﹶﻼﺓ« ﹶﻗ ﹶﺎﻝ
»ﻫ ﹾﻞ ﺗ ﹾﹶﺴ ﹶﻤ ﹸﻊ ﺍﻟﻨﱢﺪﹶ ﹶﺍﺀ ﺑﹺ ﱠ
 ﹶ:ﹶﻓ ﹶﻠ ﱠﲈ ﹶﻭ ﱠﱃ ﹶﺩ ﹶﻋﺎ ﹸﻩ ﹶﻓ ﹶﻘ ﹶﺎﻝ
“主的使者啊！我没有向导带着我去清真寺。”他请求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允许他在自己的家中
礼拜，使者准许了他，当他转身离去时，使者喊住并对他说
：“你能听见礼拜的宣礼声吗？”他说：“是的。”使者说
：“你当应答（参加集体礼拜）。” ②
2F

-在清真寺里参加集体礼拜的优越：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4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651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6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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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ﺻﻼ ﹸﺓ ﹶ
ﺍﳉ ﹶـﲈ ﹶﻋ ﹺﺔ ﹶﺗ ﹾﻔ ﹸﻀ ﹸﻞ ﹶﺻﻼ ﹶﺓ
 -1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ﹶ
ﺍﻟ ﹶﻔ ﱢﺬ ﺑﹺ ﹶﺴ ﹾﺒ ﹴﻊ ﹶﻭ ﹺﻋ ﹾ ﹺ
ﻳﻦ ﹶﺩ ﹶﺭ ﹶﺟ ﹰﺔ«.
ﴩ ﹶ
“集体礼拜比单独礼拜优越二十七倍。”在另一传述中
提到：
ﺲ ﹶﻭ ﹺﻋ ﹾ ﹺ
»ﺑﹺـﺨﹶ ﹾـﻤ ﹴ
ﻳﻦ ﹶﺩ ﹶﺭ ﹶﺟ ﹰ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ﴩ ﹶ
① ”。“优越二十五倍
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 ﹾﻦ ﹶﺗ ﹶﻄ ﱠﻬ ﹶﺮ ﹺﰲ ﹶﺑ ﹾﻴﺘﹺ ﹺـﻪ ،ﹸﺛ ﱠﻢ ﹶﻣ ﹶﺸﻰ
 -2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ﹶ
ﺖ ﹺﻣﻦ ﺑﻴ ﹺ
ﹶﺇﱃ ﺑﻴ ﹴ
ﻳﻀ ﹰﺔ ﹺﻣ ﹾﻦ ﹶﻓ ﹶﺮﺍﺋﹺ ﹺ
ﹶـﺤ ﱡﻂ ﹶﺧﻄﹺﻴ ﹶﺌ ﹰﺔ،
ﻮﺕ ﺍﷲ ،ﻟﹺ ﹶﻴـ ﹾﻘ ﹺﴤ ﹶﻓ ﹺﺮ ﹶ
ﺾ ﺍﷲ ،ﻛﹶﺎﻧ ﹾ
ﺇﺣﺪﹶ ﹸﺍﻫ ﹶـﲈ ﺗ ﹸ
ﹶﺖ ﹶﺧ ﹾﻄ ﹶﻮﺗﹶﺎ ﹸﻩ ﹾ
ﹾ ﹸﹸ
ﹶﹾ
ﹶﻭﺍﻷﹸ ﹾﺧ ﹶﺮ ﺗ ﹾﹶﺮ ﹶﻓ ﹸﻊ ﹶﺩ ﹶﺭ ﹶﺟ ﹰ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在自己的家中洗了完美的小净，然而步行去真主的
朝房中完成主命拜，他的两个脚步：一个能消除错误，另一
② ”。个能升高品级
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45，64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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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ﻣﻦ ﹶﻏﺪﹶ ﺍ ﹶﺇﱃ ﺍ ﹶﳌﺴ ﹺ ﹺ: ﻗﺎﻝ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3
 ﹶﺃ ﹶﻋﺪﱠ،ﺍﺡ
ﺠﺪ ﹶﺃ ﹾﻭ ﹶﺭ ﹶ
ﹶ ﹾ
ﹾ
ﺍﷲ ﹶﻟـﻪ ﹺﰲ ﹶ 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ﺡ
ﺍﳉﻨﱠﺔ ﹸﻧ ﹸﺰﻻﹰ ﹶﻛ ﱠﻠ ﹶﲈ ﹶﻏﺪﹶ ﺍ ﹶﺃ ﹾﻭ ﹶﺭ ﹶ
ﹸ
“谁早晨或晚上去清真寺里礼拜，真主就为谁在天堂中
准备一桌筵席，每当他早晚去清真寺的时候。” ①
5F

-在哪里参加集体礼拜？：
穆斯林最好是在自己生活区内的清真寺中礼主命拜，其
次是礼拜的人数最多的清真寺，再其次是更远的清真寺，但
禁寺、圣寺和远寺除外，因为在其中礼拜优越于其它的任何
清真寺。
当伊玛目带着大家在清真寺中礼完拜之后，允许后来者在其
中再次成立集体礼拜。
被封锁的人在同一座清真寺中礼拜属于嘉行，如果他们担心
集体礼拜会遭到敌人的伤害，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
在的地方礼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6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669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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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去清真寺的断法：
允许女人去完全遮挡、并与男人隔开的清真寺中参加集
体礼拜。按照圣行，女人的集体礼拜应当与男人隔开，不论
她们的伊玛目是她们中的人，或者是男人，她们在晚上离开
比白天更好。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 ﹶﺫﺍ ﹾﺍﺳﺘ ﹾﹶﺄ ﹶﺫ ﹶﻧﻜ ﹾﹸﻢ ﻧﹺ ﹶﺴﺎﺅﹸ ﻛ ﹾﹸﻢ ﺑﹺﺎ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ﺇﱃ: 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ﺍ ﹶﳌ ﹾﺴ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ﺠ ﹺﺪ ﹶﻓ ﹾﺄ ﹶﺫﻧﹸﻮﺍ ﹶﻟ ﹸـﻬ ﱠﻦ
“如果你们的妻室们在晚上要求去清真寺里，你们当允
许她们去。” ①
6F

-最少人数的集体礼拜：
最少人数的集体礼拜是两个人，每当人数增多，其拜功
就会增长，就会更受伟大尊严的真主喜爱。
-单独礼拜，然后发现了集体礼拜的断法：
谁在旅途中礼了主命拜，然后当他到达清真寺时，人们
正在礼拜，按照圣行，他应当同人们一起礼拜，这属于他的
副功拜。谁在某座清真寺中与伊玛目一起礼了拜，然后当他
到达另外一座清真寺时，发现人们正在礼拜，同样，他应当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86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4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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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一起礼拜，这属于他的副功拜。
当主命拜成立时，只允许礼主命拜，如果谁正在礼副功拜，
那么，他应当轻快地完成副功拜，然后加入集体礼拜，以便
他能赶上入拜的大赞词。
-不参加集体礼拜的断法：
谁没有去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如果他因为特殊原因（
如疾病、恐惧等类似的），那么，他也能获得参加集体礼拜
者的赏赐；如果他是无故而单独礼的拜，那么，他的拜功正
确，但是他确失去巨大的赏赐，并且犯了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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