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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伊玛目的优越： 

伊玛目是非常优越的，因为它的重要性，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以及他的继承者们（愿主喜悦他们）都亲自担任它。 

伊玛目是保证人，他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如果奉公职守，那

么，他有丰厚的报酬，他还有类似与他一起礼拜者的报酬。 

-礼拜中跟随伊玛目的断法： 

跟拜者在礼拜的所有动作中都必须跟随伊玛目，因为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 رسول اهللا لقا ا قَ إذَ وا، وَ عُ كَ ارْ عَ فَ كَ ا رَ ا، وإذَ وْ ُ ربِّ َ فَكَ ربَّ ا كَ إذَ ، فَ هِ ـمَّ بـِ تَ امُ لِيُؤْ عِلَ اإلمَ : إنَّامَ جُ

ولُوا قُ ، فَ هُ دَ ـمِ نْ حَ مَ عَ اهللا لـِ مِ ـمَّ : سَ هُ داً  اللَّ اعِ ىلَّ قَ ا صَ إذَ لُّوا قِيَاماً، وَ ائِامً فَصَ ىلَّ قَ ا صَ إذَ ، وَ دُ ـمْ نَا لَكَ احلَ بَّ رَ

عُونَ  ـمَ وداً أَجْ عُ لُّوا قُ  متفق عليه .»فَصَ

“规定伊玛目的目的就是让人跟着他礼拜，他念大赞词时，

你们也当念大赞词；他鞠躬时，你们当也鞠躬；如果他说：‘真主

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祈祷。’你们当说：‘主啊！我们的养主啊！

一切赞颂全归你。’他站着礼拜，你们都当站着礼拜；如果他坐着

礼拜，你们就统统坐着礼拜。” 0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17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4 
 

-最有资格为伊玛目者： 

最有资格为伊玛目的人是最能诵读者：也就是背诵《古兰经》

最多的人；接着是最知道有关拜功律例的人；接着是最了解《圣

训》的人；接着是最早迁徙的人；接着是最早加入伊斯兰的人；

接着是年龄最大的人，然后就是抓阄，这是指当礼拜的时间到了，

人们希望其中最优秀的人带着大家礼拜；如果清真寺里的伊玛目

来了，那么，他应优先带着人们礼拜。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مْ لِكِتَابِ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نه عن أيب مسعود األنصاري ريض اهللا هُ ؤُ رَ مَ أَقْ وْ مُّ القَ ؤُ يَ

ـ هُ مُ دَ أَقْ اءً فَ وَ نَّةِ سَ انُوا يفِ السُّ إنْ كَ ، فَ نَّةِ ـمْ بِالسُّ هُ ـمُ لَ أَعْ اءً فَ وَ ةِ سَ اءَ رَ انُوا يفِ القِ إنْ كَ انُوا اهللا، فَ إنْ كَ ، فَ ةً رَ جْ مْ هِ

هُ  مُ دَ أَقْ اءً فَ وَ ةِ سَ رَ جْ ـامً يفِ اهلِ لْ  أخرجه مسلم. »ـمْ سِ

“人们中最能诵读真主的经典者当为伊玛目，如果他们在诵

读方面都是一样的，那么，应选人们中最理解圣行的人；如果他

们在理解圣行方面都是一样的，那么，应选迁徙最早的人；如果

他们是在同一时间迁徙的，那么，应选最早加入伊斯兰的人。”1F

① 

-家长和清真寺里的伊玛目最有资格为领拜者，除非是有长

官在。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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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作恶者礼拜的断法： 

必须优先最适合的人当伊玛目，如果只有作恶者，就像剃胡

须，或吸烟等类似的人，那么，跟随他所礼的拜功也是正确的，

但属于被憎恶的。 

作恶者：就是以犯大罪而违背顺从真主的人。 

跟随拜功不正确者（由于没有小净，或其它的）的礼拜不成

立，除非是不知道，那么，跟拜者的礼拜正确，伊玛目必须重礼。 

-抢先伊玛目的断法： 

禁止跟拜者在礼拜中抢先伊玛目，明知故犯地抢先伊玛目者

的礼拜无效。至于因故而落后伊玛目者，如疏忽，或忽视，或没

有听到伊玛目的声音，直到伊玛目提前了，那么，他直接补全所

落后的，跟随伊玛目，并无妨碍。  

-跟拜者与伊玛目的状况： 

跟拜者与伊玛目的状况有四种： 

-抢先：跟拜者在念大赞词，或鞠躬，或叩头，或说色兰，

或其它的动作里抢先伊玛目，这些做法是不允许的；谁那样做了，

他应当返回再跟随伊玛目去进行，如果他没有返回，那么，其礼

拜无效。 

-吻合：就是跟拜者和伊玛目在每个要素的过度动作中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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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如鞠躬，或叩头等，这种行为是受憎恶的；但是，如果念

入拜的大赞词相互吻合，那么，他的礼拜不成立。 

-跟随：即跟拜者的每个动作都是跟随在伊玛目的动作之

后，这是跟拜者应做的事情，以此遵守法度。 

-落后：即跟拜者落后于伊玛目，直到伊玛目进入另一个要

素，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其中放弃了追随。 

-谁进入清真寺时，（集体礼拜已经结束了），那么，他确已

失去了与伊玛目一起礼拜的报酬；他应当与其他的落后者一起再

组成集体礼拜，但是，这个集体礼拜的贵重绝非像第一个集体礼

拜那样贵重。 

-落伍者的状况： 

-谁赶上与伊玛目一起礼的一拜，那么，他确已赶上了集体

礼拜。谁赶上与伊玛目一起鞠躬，他确已赶上了一拜；如果有能

力他要站着念大赞词入拜，然后念大赞词鞠躬；如果没有能力，

他可以举意用一个大赞词代替它俩。  

-谁进入清真寺时，发现伊玛目正站着，或鞠躬，或叩头，

或坐着，他应当入拜跟随伊玛目，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他所赶上

的报酬；但是，只有赶上鞠躬才算赶上一拜。与伊玛目一起赶上

入拜的大赞词，并没有规定诵读《开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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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地礼拜的断法： 

按照圣行，伊玛目应轻快地、并当完美礼拜的各项要求，因

为在跟拜者中间也许有弱者，或病人，或老迈者，或有需要者等

类似的人。如果是他独自礼拜，他可以随意地延长。 

-圣行规定的轻快地礼拜的形式： 

圣行规定的轻快地礼拜是伴随着完美拜功的各个要素，当然

和圣行，就像先知（）曾经所做的，所维护和命令的那样，而不

是凭着跟拜者的欲望去礼。在鞠躬与叩头的动作中，脊椎骨没有

端正者的礼拜无效；像鸟啄食一样的礼拜无效。  

-跟拜者站在哪里？： 

-按照圣行，跟拜者应站在伊玛目的后面；如果是一个人，

应站在伊玛目的右边。女人的领拜者应站在她们班次的中间，女

人应站在男人的后面。  

-跟拜者可以站在伊玛目的右边，或者是站在他的两边，但

不允许站在他的前面，除非特殊需要，否则，也不允许只站在他

的左边。 

-在伊玛目身后男女班次的形式： 

-在伊玛目身后的第一班是男人，然后是小孩，所有的女人

都应在男人的后面，女人站班的制度就像男人站班的制度一样：

站满第一班，然后是下一班，堵住空缺，站齐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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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仅仅是女人集体礼拜，那么，她们最好的班次是第

一班，最次的是最后一班，就像男人的班次一样。不允许女人在

男人的前面站班或男人在女人的后面站班，除非是因为拥挤等特

殊的情况。 

如果因为拥挤等特殊的情况，女人站在男人的班次中礼了拜，

那么，她的拜功是有效地，不需要再重新补礼。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هاَ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 رشَ ا، وَ لُـهَ الِ أَوَّ جَ وفِ الرِّ فُ ُ صُ ريْ خَ

وفِ النِّ  فُ ُ صُ ريْ خَ ا، وَ هَ رُ اآخِ لُـهَ ا أَوَّ هَ ُّ رشَ ا، وَ هَ رُ اءِ آخِ  أخرجه مسلم. »سَ

“男人的班子最好的是第一班，最次的是最后一班；妇女的

班子最好的是最后一班，最次的是第一班。”2F

① 

-站齐班次的形式： 

-按照圣行，伊玛目应当面对跟拜者说： 

وا«-١ اصُّ رَ تَ ، وَ مْ كُ فَ وْ فُ وا صُ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أَقِيْـمُ

“你们当端正班次，当站紧班次。”3F

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40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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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 

ةَ « -٢ يَ وِ إنّ تَسْ ، فَ مْ كُ وفَ فُ وا صُ وُّ الةِ سَ ةِ الصَّ امَ نْ إقَ وفِ مِ فُ  متفق عليه. »الصُّ

“你们当站齐班次，的确，站齐班次属于完美拜功的一份

子。”4F

① 

-或者说： 

ال « :-٣ ، وَ مْ انِكُ وَ ي إخْ دِ لِيْنُوا بِأَيْ ، وَ لَلَ وا اخلَ دُّ سُ ، وَ َ املَنَاكِبِ وا بَنيْ اذُ حَ ، وَ وفَ فُ وا الصُّ أَقِيمُ

اً  فّ لَ صَ صَ نْ وَ مَ ، وَ يْطَانِ اتٍ لِلشَّ جَ رُ وا فُ رُ هُ اهللاتَذَ طَعَ اً قَ فّ طَعَ صَ نْ قَ مَ ـهُ اهللا، وَ لَ صَ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

 والنسائي

“你们当端正你们的班次，肩头对肩头，堵住空隙，当温柔

地拉你们弟兄们的手，你们不要给恶魔留下空隙；谁站紧班次，

真主就联系谁；谁分开班次，真主就离开谁。” 5F

② 

-或者说： 

وا«-٤ تَوُ وا، اسْ تَوُ وا، اسْ تَوُ  أخرجه النسائي .»اسْ

“你们当站齐班次，你们当站齐班次，你们当站齐班次。” 6F

③ 

-站齐班次的断法： 

礼拜时必须站齐班次：肩头对肩头，踝骨对踝骨，堵住空隙，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33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666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沙伊圣训

集》第 819段 
③
正确的圣训，《奈沙伊圣训集》第 8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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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满第一班，然后是下一班。 

ةً « جَ رَ ا دَ هَ هُ بـِ عَ فَ رَ ، وَ نَّةِ يْتاً يفِ اجلَ نَى اهللا لَـهُ بَ ةً بَ دَّ فُرجَ نْ سَ  الطرباينأخرجه املحاميل و. »مَ

“谁堵住空隙，那么，真主就为他在天堂里建造一座居所，

并以此升高他的品级。” 7F

① 

-卓越出众的儿童所念的宣礼词，以及他带着人们所礼的主

命拜或副功拜都属于正确的，如果发现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那么，

必须优先更适合的人。 

-每一个礼拜正确的人，都可以正确地当伊玛目，即使他没

有能力站立，或鞠躬等也罢！但是，女人不能给男人当伊玛目，

女人可以给女人当伊玛目。 

-礼主命拜者可以把礼副功拜的人当做是伊玛目，礼晌礼拜

的人可以把礼晡礼拜的人当做是伊玛目，礼宵礼拜或礼昏礼拜的

人可以把礼特拉威哈拜的人当做是伊玛目，当伊玛目说色兰出拜

后，他应完美拜功。 

-不同举意的断法： 

允许伊玛目和跟拜者之间的举意不同，不允许动作不同，但

是，稍微的不同无妨，允许礼宵礼拜的人跟随礼昏礼拜的伊玛目，

当伊玛目说色兰出拜后，他站起来再礼一拜，然后念台善胡德，

再说色兰出拜；如果礼昏礼拜的人跟随礼宵礼拜的伊玛目，当伊

                                                        
①
正确的圣训，《乌玛利》2/36，《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5797 段，《正确丛书》第 18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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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目站起来礼第四拜时，如果他意欲，他可以念台善胡德，然后

说色兰出拜；或者是他坐着等待与伊玛目一起说色兰出拜，这是

最好的。 

如果差异过多，就不允许效仿，就像礼晨礼拜的人跟随礼日

食拜的伊玛目那样。 

-带领儿童和女人礼拜的形式： 

如果伊玛目带着两个或更多已经到七岁的儿童礼拜时，他应

让他们站在后面；如果只有一个儿童时，让他站在伊玛目的右边，

女人站在儿童的后面。 

-在出声诵读经文的拜功中，跟拜者如果没有听到伊玛目的

诵读，他要诵读《开端章》及其它的经文，他不应沉默。 

-伊玛目坏了小净的断法： 

如果伊玛目在礼拜中间坏了小净，他应停止礼拜，由别人替

他带着跟拜者完成他们的拜功，如果某位跟拜者上前、或跟拜者

们让某人上前带着他们完美拜功，或者是他们各自完美自己的拜

功，真主意欲，他们的拜功都是正确的。 

-跟拜者还补失去拜功的形式： 

-谁赶上同伊玛目一起礼的晌礼、或晡礼、或宵礼中的一拜，

然后他必须在伊玛目出拜之后，补全失去的三拜，在第一拜中诵

读《开端章》和一章经文，然后是中坐的台善胡德，接着礼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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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在其中只诵读《开端章》，然后是末坐的台善胡德，最后说色

兰出拜。赶拜者赶上同伊玛目一起礼的拜，就是他的第一拜。 

-谁赶上同伊玛目一起礼的昏礼中的一拜，然后他应在伊玛

目出拜之后站起来补全失去的拜功，在第一拜中诵读《开端章》

和一章经文，然后是中坐的台善胡德，接着礼后两拜，在其中只

诵读《开端章》，然后是末坐的台善胡德，最后说色兰出拜，如上

所述。 

-谁赶上同伊玛目一起礼的晨礼或主麻中的一拜，然后他应

在伊玛目出拜之后站起来补全失去的拜功，在第一拜中诵读《开

端章》和一章经文，然后是末坐的台善胡德，最后说色兰出拜。 

-如果某人到来时，伊玛目正在念末坐的台善胡德，按照圣

行，他应与伊玛目一起礼拜，然后在伊玛目说色兰之后，他再完

美自己的拜功。 

-班次后面单独礼拜的断法： 

不允许一个人独自在班次的后面礼拜，除了有故，就像是在

班次中没有位置了，他可以在班次的后面礼拜，但不要从班次中

拉任何人出来。如果女人是跟随男人的集体礼拜，那么，她独自

在班次后面的礼拜是允许的；如果她跟随的只是女人的集体礼拜，

那么，其断法就像男人的断法一样，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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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礼副功拜的断法： 

允许集体礼副功拜，有时是在夜晚，有时是在白天，不论是

在家里或其它的地方。 

-按照圣行，看见有人独自礼主命拜时，要与他一起礼。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有个男子单独礼拜，他说： 

أَالَ «: أبرص رجالً يصيل وحده ف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سعيد اخلدري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هُ  عَ َ مَ يلِّ يُصَ ا فَ ذَ ىلَ هَ قُ عَ دَّ تَصَ لٌ يَ جُ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رَ

“真的，谁对这个人施舍，就与他一起礼拜吧！” 8F

① 

-跟拜者在伊玛目转身之后站起来属于嘉行。 

-跟拜者效仿伊玛目的形式： 

当跟拜者听到大赞词时，都当正确地效仿伊玛目，不论他在

清真寺里面，或者是在外面，即使他没有看到伊玛目，或者是没

有从后面看见他也罢！当听到大赞词时，就应站好班次。 

-伊玛目转向跟拜者的形式： 

按照圣行，伊玛目在出色兰之后就转向跟拜者，如果有女人

跟着礼拜，伊玛目应等一会再转向跟拜者，以便她们离去。主命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74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2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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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后立即在同一个地方礼副功拜是被憎恶的行为。 

-如果地方拥挤，允许礼拜者与伊玛目一起，或在他的后面，

或在他的上面，或在他的下面礼拜。 

-每次主命拜之后握手属于异端，伊玛目和跟拜者在每次主

命拜之后集体出声祈祷属于异端，至于法律规定的每次主命拜之

后祈祷的形式和次数，在前面的《祈祷篇》我们已经论述。 

-什么时候允许跟拜者独自离开伊玛目？： 

如果伊玛目过于延长超出了圣行，或伊玛目礼拜过快，或者

是跟拜者突然发生了尿急，或下气，或类似的因故时，允许跟拜

者独自中止自己的拜功，离开伊玛目，然后重新单独开始礼拜。 

-礼拜中伊玛目高念的状况： 

伊玛目在礼拜中应高声念大赞词，以及拜功中应高声诵读的

经文，阿米乃，从鞠躬中站起身的念词，和出色兰，应避免懒洋

洋地念这些。 

-在向被造物求救的人后面礼拜的断法： 

向真主之外的祈祷，或求救，或在坟墓或其它的跟前为真主

之外的宰牲，或向死人祈求的人，不允许跟随他礼拜，因为他是

卡费尔，他的礼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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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弃主麻拜和集体礼拜的缘故： 

允许撇弃主麻拜和集体礼拜的缘故有： 

没有能力参加体积礼拜的病人，大便或小便急，担心失去同

伴，害怕自身、或财产，或朋友受到伤害，或害怕受到大雨，或

泥潭，或暴风的伤害；在非常时刻，害怕自己带的食物被别人吃

掉；以及医生，警卫，安全人员，消防队员等等致力于穆斯林大

众利益必须的工作者，如果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们可以完成工作，

并就地礼拜；必要时，他们可以礼晌礼替代主麻拜。 

-所有使人忘记礼拜，或浪费时间，或损坏身体或智力的娱

乐都属于非法的，如玩纸牌游戏，吸烟，水烟，使人醉的东西，

麻醉品。类似这些的还有：坐在播放否认真主、或说下流话、或

播放卑鄙行径的电视机等屏幕前。 

-伊玛目身带污物礼拜的断法： 

如果伊玛目不知道身上有污物而带着人们礼了拜，那么，他

们所有人的拜功都属于正确的。 

如果在礼拜期间他知道了污物，他可以远离或消除污物，那

么，他应那样去做，并完美拜功；如果他没有能力那样做，那么，

他应当离去，由跟拜者中的某人接替他带着人们完美他们的拜功。 

-去看望某一民众者，除了人们邀请他带着大家礼拜，否则，

他不要自荐为他们的伊玛目，而是应由他们之中的某一男子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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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礼拜。 

-班次中贵重的地方： 

第一班比第二班更优越，的确，伟大尊严的真主赐福在第一

班礼拜的人，众天使也为他们祈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也确已为在第一班礼拜的人祈祷三次，为第二班祈祷一次，

班次的右边比左边更优越。 

-第一班礼拜的人： 

最适合在第一班礼拜、接近伊玛目的人，他们是有涵养、有

智慧的人，是有知识并敬畏真主的人，他们是人们的楷模，故你

们当争先去做。 

艾布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在礼拜时，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扶着我们的肩膀说： 

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يب مسعود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سُ انَ رَ ـقُولُ  كَ يَ الةِ وَ نَاكِبَنَا يفِ الصَّ حُ مَ سَ ـمْ : يَ

لُ « ينَ يَ مَّ الَّذِ ى، ثُ النُّهَ المِ وَ مْ أولُو األحْ نْكُ ، لِيَلِنِي مِ مْ لُوبُكُ تَلِفَ قُ تَـخْ وا، فَ تَلِفُ ـخْ ال تَ وا وَ تَوُ ، ثُمَّ اسْ ـمْ ـهُ ونَ

ـمْ  ـهُ لُونَ ينَ يَ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ذِ

“当站齐班次，不要参差不齐，否则，你们的心就会分歧；

让你们中有涵养和智慧的人靠我站，然后是仅次于他们之人，然

后是仅次于他们之人。” 9F

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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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或轻快礼拜的形式： 

按照圣行，如果伊玛目延长了诵读，那么，其它的要素也要

延长，如果他轻快地诵读，那么，其它的要素也要轻快。 

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قْتُ  :عن الرباء بن عازب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مَ دٍ  رَ ـمَّ ـحَ عَ مُ الةَ مَ هُ الصَّ تُ قِيَامَ دْ جَ وَ ،  فَ

لْسَ  ، فَجَ ـهُ تَ دَ جْ ، فَسَ ِ تَنيْ دَ جْ َ السَّ تَـهُ بَنيْ لْسَ ، فَجَ ـهُ تَ دَ جْ ، فَسَ هِ وعِ كُ دَ رُ ـعْ الَـهُ بَ تِدَ اعْ ، فَ تَـهُ عَ كْ رَ َ فَ ا بَنيْ تَـهُ مَ

اءِ  وَ نَ السَّ يباً مِ رِ ، قَ افِ لِيمِ واالنْرصِ  يهمتفق عل .التَّسْ

“我注意与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的礼

拜，我发现他的站立、鞠躬、鞠躬后的站立、叩头、两叩头之间

的打坐、叩头、以及说色兰与离开之间打坐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

长。”10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71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