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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病人礼拜的形式： 

-

病人必须站着礼主命拜功，如果没有能力站着礼拜，应盘腿坐着

礼拜，或者是像念泰善胡德的姿势坐着礼拜，弯曲着脊背鞠躬和

叩头；如果他没有能力用头指点着礼拜，也没有能力坐着礼拜，

他应侧卧在右边，面对朝向礼拜；如果再感到困难，他可以侧卧

在左边礼拜；如果还是没有能力，那么，病人可以仰卧着礼拜，

如果方便可以双脚对着朝向礼拜，否则，病人可以根据个人的情

况去礼拜，用头指点着礼拜，鞠躬到胸部，叩头比鞠躬更低一点

。只要理智尚在，就必须礼拜，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礼拜。 

-

病人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必须面对朝向去礼拜，如果他没有能力，

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朝任何一个方向去礼拜，但是病人以眨眼或

手指指示着的礼拜都不正确，然而，他应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去礼

拜。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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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们当量力地敬畏真主，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训和命令

，你们当施舍，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

确是成功的。】0F

① 

-

伊姆兰·本·侯赛因（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有痔疮，我

去请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如何礼拜。他说： 

- وعن عمران بن حصني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كانت يب بواسري فسألت النبي ^ عن 2

نْبٍ »الصالة؟  عَىلَ جَ تَطِعْ فَ إنْ لَـمْ تَسْ داً، فَ اعِ قَ تَطِعْ فَ إنْ لَـمْ تَسْ ، فَ ائِامً لِّ قَ . أخرجه فقال: «صَ

 البخاري

“你当站着礼拜，如果你没有能力站着礼拜，就坐着礼拜；

如果你没有能力坐着礼拜，你就侧躺着礼拜。” 1F

② 

-

伊姆兰·本·侯赛因（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是一位患痔疮的人

。他说：他去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如何坐

着礼拜。使者说： 

- وعن عمران بن حصني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وكان مبسوراً قال: سألت رسول اهللا ^ 3

رِ عن صالة الرجل قاعداً  فُ أَجْ ـهُ نِصْ لَ داً فَ اعِ ىلَّ قَ نْ صَ مَ ، وَ لُ وَ أَفْضَ هُ ائِامً فَ ىلَّ قَ فقال: «إنْ صَ

دِ ». اعِ رِ القَ فُ أَجْ ـهُ نِصْ لَ ائِامً فَ ىلَّ نَ نْ صَ مَ ، وَ ائِمِ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القَ

                                                            
①
《相欺章》第16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11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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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能站着礼拜，那是最好的；谁坐着礼拜，那么，他

只能得到站着礼拜者的一半回赐；谁躺着礼拜，那么，他只能得

到坐着礼拜者的一半回赐。”2F

① 

-病人清洁的形式： 

病人应该用水洗大净与小净，如果病人没有能力，可以打土

净；如果他还是没有能力，那就不用洗大小净了，他可以根据自

己的状况去礼拜。 

-病人礼拜的断法： 

-

如果病人坐着礼拜，然后他有能力站起来礼拜，或者是他坐着礼

拜，然后有叩头的能力了，或者是他侧躺着礼拜，然后在礼拜期

间他有能力坐着礼拜了，那么，他应当根据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礼

，因为那是他的义务。 

-

根据可靠医生的忠告，在病人有能力站立的情况下，也允许他躺

着礼拜。 

-

如果病人有能力站立和打坐，而没有能力鞠躬和叩头，那么，他

要站着指点鞠躬，坐着指点叩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11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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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能力在地面上叩头者，他可以坐着鞠躬和叩头，叩头低于鞠

躬，把双手放在两膝盖上，不要把任何东西像枕头那样抬高到额

头附近。 

-病人何时并礼？： 

如果病人没有能力按时礼每番拜，他可以把晌礼和晡礼并在

一个时间内去礼，把昏礼和宵礼并在一个时间内去礼。 

-

礼拜中的困难因素：并不会阻碍礼拜中谦恭的崇拜真主。 

谦恭：是指虔诚敬意和心灵安静地崇拜真主。 

-病人在哪里礼拜？： 

如果病人有能力去清真寺，那么，他必须去参加集体礼拜。

如果有能力，他应站着礼拜，否则，他可以根据个人的状况参加

集体礼拜。 

如果病人没有能力去清真寺，那么，他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

方参加集体礼拜；如果还没有能力，那么，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状

况独自礼拜。 

-病人和旅行者获得的工作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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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尊严的真主为病人和旅行者记录类似健康者和居家者工

作的报酬，并饶恕病人的过错。 

艾布穆萨（援助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تِبَ عن أيب موسى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 كُ رَ افَ بْدُ أَوْ سَ ضَ العَ رِ ا مَ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إذَ

يحاً ». حِ يْـامً صَ قِ لُ مُ مَ ـعْ انَ يَ ا كَ ثْلُ مَ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لَـهُ مِ

“当仆人生病或旅行了，他可以得到他健康或居家时所做的

工作的报酬。”3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2996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