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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祈主赐福他最忠诚的使者及其眷属

和圣伴们以及追随他们不断地做善功的穆斯林。 

沙特利雅得中沙文化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为了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特向在沙

特工作的中国公民介绍伊斯兰文化，百忙之中抽时间编辑了这本小册子。在伟大安拉

的默助下编辑工作顺利完成，并深受读者喜欢。目前在世界各地有不少人选择了伊斯

兰教作为他的终生信仰。因此，这本书对中国侨民也是研究和学习伊斯兰文化的另一

个窗口。利雅得文化交流中心所从事的活动还有：举办中沙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举办

向中国侨民介绍伊斯兰文化的讲座，开设日常阿拉伯语学习班，翻译部分介绍中国文

化的书籍等。 

这本题为《我是新穆斯林，我需要学什么?》一书是属于系列教学方案

中的第一部。该书内容翔实、方法简单、方案明确，适合一些初学的教胞

们学习、使用。 

我以安拉最美好的尊名和他最崇高的属性来祈求，求他把这些善功记

在利雅得中沙文化交流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善功本里。求真主端正他们的

步法，继续实践真主所喜悦的言行。他确实是万能的主。愿主赐福我们的

先知穆罕默德以及他的眷属和圣门弟子与追随他们行善的人们！阿敏!                                       

 

      利雅得中沙文化交流中心 

 

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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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佑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正教。如果没有安拉的引导，我

们便偏离正道，是安拉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安拉给了我们安宁和幸福 。赞颂安拉

清高，他为人类派遣了引导者、报喜者和警告者，并颁降了引导人类的天经。他是人

们遵照安拉的意欲走向正道的一盏明灯，安拉为了怜悯全世界而派遣了他，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求主赐福安于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眷属以及圣们弟子。 

                                           

                                                     编写这本小册子的宗旨   

     

        赞颂安拉。目前，在世界各地入教的人数与日俱增，这又赋予了每位穆斯林新的

任务和责任。让那些新穆斯林了解真正的伊斯兰以及一些宗教常识，让他们知道应尽

的义务，是刻不容缓的。作为一名新入教的穆斯林，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比如：

学习礼拜、认主学等等。 

        目前，我们发现有关新穆斯林学习宗教的资料和教他们宗教基本常识的教材很缺

乏。面对这些刚信教的教胞需要作出有效的实施计划，比如编写一些简单易懂的、他

们可以接受的教材，以便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利雅得文化交

流中心致力于新穆斯林的教育工作已有几年的时间，积累了一些丰富的经验，并且编

写出一套简明扼要的、简单易懂的教材。这套教材对于教育新穆斯林有很大的帮助，

让许多新入教的教胞受益匪浅。 

      

  
 

 该书中的部分术语（阿拉伯词汇）： 

1- 穆嗨台地杰地德：  意为新穆斯林。 

2- 穆安里木：              意为从事宗教教育工作者。 

3- 伍斯布尔.安外里：意为第一周（即这本小册子适合刚入教的新穆斯林）。 

温馨提示： 

1- 本书是为刚入教又迫切需要了解和实施伊斯兰教律的新穆斯林编写的。 

2- 学习期为一月，根据新穆斯林的需要可详可略，即一月至两月。 

3- 本书的目录根据主要和次要来编排。 

4- 在页末左侧留下空白处以便学习者在此记录他所需要的东西。 

5- 授课老师要按本书的目录循序渐进授课。 

6- 学员单独或集体授课均可，最好是在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教室讲课。 

7- 开课时每位学员应人手一书。 

8- 授课老师应该按本书的内容和顺序讲课。 

9- 授课老师在第一节课应向学员阐明内容提纲和科目程序，鼓励学员积极配合。 

 

前言 
 

  入教才一周  

  的新穆斯     

 

 

 

   

 该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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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内容是通过收集可靠的资料，以古兰和圣训为基本原则，选出适合新穆斯林

必修的题材而制定的。作为新穆斯林的初学教材，其内容包括部分伊斯兰基本常识、

功修、日常祈祷词等。祈求安拉给予学习者顺利。 

                                        学习题标 

 

 

 

 

 

1-伊斯兰的基本纲要（伊斯兰五功） 

 2-伊斯兰的基本信仰（六大信条） 

3-小净的洗法 

4-拜功的模式 

 

 

       

       小净： 

1-小净的优越性           2-学习洗小净 

3-坏小净的事项           4-禁止无小净者做的事项 

       抹靴子或袜子: 

1-有关教法规定          2-抹袜子的方式       3-有效期       4-使之失效的事项 

       大净： 

1-洗大净的正确方式            2-简便的大净方式                3-坏大净的事项 

4-禁止无大净者做的事项    5-禁止来月经者和产妇做的事项 

        练习摸两皮袜 

        反复练习小净和拜功 

        月经、病血、产血的律例 

 

 

      

       拜功: 

       拜功的重要及其高贵 

       主命拜的拜数和礼拜的时间 

       背记开端章 

       反复练习洗小净和做礼拜 

       前往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 

 

本书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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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功 

                                                               拜功常识 

背记坐定词 

                                                            复习开端章 

实践并熟练洗小净和做礼拜 

 

 

 

 

 

                                                                    拜 功 

背记祝福词 

复习开端章和坐定词 

复习做小净和礼拜 

 

 

 

 

 

                                                                     拜 功 

背记忠诚章 

复习开端章 

复习坐定词和祝福词 

复习做小净和礼拜 

 

 

 

 

 

                                                         拜  功 

背记时光章和多福章 

复习开端章和忠诚章 

复习坐定词和祝福词 

反复练习做小净和做礼拜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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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穆斯林在学完本书后要达到以下要求: 

 

第一： 

 

1、   熟记伊斯兰五功 

2、   熟记信仰的六大要素 

3、   熟记洗小净的方式 

4、   熟记洗大净的方式 

5、   抹靴子和袜子的侓列 

6、  了解主命拜的数目 

7、  了解主命拜的优越 

8、  了解主命拜的时间 

9、  了解五时拜中的拜数 

10、 背记简短的古兰章节 

11、 背记拜功中的念词 

 

第二： 

 

1、认真做好每拜中的主命动作 

2、严格地按教法规定做小净 

3、要正确的抹靴子和袜子 

                                          教学方法 
       

 

   1-师生相互讨论学习内容 

   2-结合学习内容练习、示范所学内容 

   3-加强练习所学内容 

   4-多提问题 

   5-学生要与老师配合 

   6-口授 

   7-分组练习 

 

 

 

 

本书的综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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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要求：  

    

    新穆斯林学完这课后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1-熟记伊斯兰五功的名称  (认、礼、课、斋、朝) 

2-熟记六大信仰的内容（信安拉、信天使、信天经、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 

3- 根据图片的示范做正确的小净 

4-学习拜功中相关动作和念词 

 

                  

 

 

 

题目 分钟 

伊斯兰五功与六大信条 25 分钟 

实践小净的做法   25 分钟 

实习礼拜 25 分钟 

实践与巩固 15 分钟 

    

课时配备部分教学工具： 

    

1—伊斯兰五功的教学示范图片 

    2—六大信仰教学示范图片 

    3—伊斯兰五功与六大信仰的每个要素的分解图片 

    4—完美的小净和拜功动作的分解图片。 

 

一、伊斯兰的五功：  

         伊斯兰建立在五项工作之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承认这五项工作，并一丝不苟地

实践它，他便是真正的穆斯林。据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们父子)传述说：穆圣（祈

主福安之）说：“伊斯兰建立在五项支柱上，作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并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立行拜功 、完纳天课、朝觐天房、封主命

斋。”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 

 

 

 

       建议性的课时安排表 
 

               第一课 

伊斯兰的五功与六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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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即：除了安拉外，没有任何值得去崇

拜的神灵。所有的功修只归属他，如：害怕、希望、托靠、求助、求救、祈祷、鞠

躬、叩头等等。安拉就是真实的主宰，除他外，一切受拜之物都是虚假的。 

        此证词包括肯定与否定，否定了舍安拉外被崇拜的一切；即：肯定安拉是唯一的

真正受崇拜者，他独一无偶。 

        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的涵义：相信穆圣（祈主福安之）是安

拉真实的使者，必须听从他所奉命的、相信他所传达的、远离他禁止和告戒的事项，

按照他的教导去崇拜安拉。 

 

     1 怎样成为一位真正的穆斯林    ？  

     2 承认斋戒与朝觐但否认天课者，他是穆斯林吗？ 

  

二、六大信仰 

 

作为一名穆斯林必须信仰六大信条，这六条缺一不可。 

         欧麦尔.伊本.罕塔卜传述：有人向穆圣（祈主福安之）询问有关伊斯兰的信仰。

穆圣（祈主福安之）说：“你信安拉、信众天使、信天经、信众使者、信后世、信好

坏的前定。 （穆斯林圣训集） 

 

 

 

 

      

伊斯兰 de 五功简解 

    1—认:  作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 

                             

    2—礼：坚持做每天的五时拜功。                                                                         

    3—课:  富裕之人从满贯的资产中拿出百分之二点五（四十分之一）接济贫民

民。 

4-斋戒：即坚持每年斋戒一个月（莱麦丹月）。     4—斋：封每年伊历九月的斋。（即： 莱麦丹月）。                                      

 
 

     5—朝：有能力者去麦加朝觐天房一次。 
 

     思考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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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信条： 

     1-信安拉 

     2-信众天使 

     3-信天经 

     4-信众使者 

     5-信后世   

     6-信好坏的前定 

 

     

 1-如何看待否认复活日的人？ 

 

 2-相信安拉和众天使而否认众使者的人，他的信仰正确吗？  

 

三、小净的程序：举意，念泰斯米，洗手  ，净下（洗前后两窍），洗手，嗽口，净

鼻，洗脸，洗手至肘，抹头，洗脚。 

 

四、学习礼拜 

        要学会礼拜的所有动作，会背 意为：赞颂安拉超绝万（苏卜哈南拉黑）   سبذاُ اهلل

物： اىذَد هلل    （艾里海目杜林俩黑）意为：一切赞颂属于安拉；ال إ ىٔ إالاهلل（俩以俩海英兰

拉胡）意为：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اهلل أمبس（安拉乎艾克拜勒）意为：安拉至

大。在拜功的特定位置诵念这些念词，直到熟悉拜中所有的念词。 

 

测验题                                                                                                                                          

在下列正确的句子后面打（ ），在错误的句子上打（） 

    (1)-不礼拜者已抛弃伊斯兰的五功之一。                     （   ） 

    (2)-否认前定者已否认六大信条之一。                      （   ） 

    (3)-穆斯林要立行主命拜。                                          （   ） 

    (4)-刚入教者念两个证词是第一步。                          （   ） 

    (5)-朝觐天房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                             （   ）   

 

2-填空题(六大信条)： 

    (1)--信… 

    (2)--信…  

    (3)--信… 

    (4)--信… 

    (5)--信… 

    (6)--信…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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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净和大 
 

                                                    

 

本课要求： 
 

    1-统计整个小净的步骤 

     2-自己练习做小净 

     3-背记至少四项小净失效的例子 

     4-理解抹靴子和袜子的有关教法规定 

     5-背记洗大净的步骤 

     6-背记洗大净的要素 

 

           
 

                                    
 

课题 分钟 

 小 净 25 分钟 

抹靴子和袜子 10 分钟 

大净的形式及其法定的要素 25 分钟 

复习做小净和做礼拜 25 分钟 

实践与巩固 15 分钟 

 

 

课时配备部分教学工具： 

      

1- 播放个人做小净的录像 

     2-小净做法的图解表 

     3-坏大小净的事项及教学图片 

     4-禁止无大小净者做的相关事项对照表 
 

 

 

 

 

         第二课      

       小净和大净     

建议性的课时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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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洗小净的好处 

        

       有关讲述小净的报酬的圣训很多。穆圣（祈主福安之）说：“谁做了小

净，并全美了小净，那么他的罪恶就会从他的身体里流出，从他的指甲缝

中流去。”（穆斯林收集） 
 

2-小净的形式 

  

   (1)-举意，内心想到为礼拜而洗小净即可。 

   (2)-念  بسٌ اهلل（比思命俩）即：奉真主之名 

   (3)- 洗两手三次（图 1）  

 
                                                              （图 1） 

 

(4)-漱口三次，用牙刷漱口是圣行（图 2） 

 
                                                       

                                                                       （图 2） 

 

一、小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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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净鼻三次，从右手掌中吸水，然后用左手将鼻孔中的水擤掉；（图 3） 

 

 

 

 
                                                                 （图 3） 

    

 

 

 

 

(6)-洗脸三次，包括前额发根至下巴之下，双耳屏；搜洗胡须里外及其下面的皮 

肤，无论胡须多少。（图 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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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洗右手至肘三次；包括肘关节。（图 5） 

 
        

 

 
                                                                 （图 5） 

 

 

 

 

 

(8)-洗左手至肘三次；包括肘关节。（图 6）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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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浸湿双手后抹头：自前额至后颈，再从后颈返回前额一次；继续用食指

抹耳廓、拇指摸外耳廓，各一次；（图 7  -7）     
                 

 

                            

                                             
    （图 7）                                                                        （图 -7） 

 

 

 

 

(10)-洗右脚至踝骨三次；（图 8）    (11)-洗左脚至踝骨三次。（图 9）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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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3-  坏小净的事项如下                                

        

    (1)-大小便、放屁、流出精溢或欢水。 

    (2)-身体某部位流出浓血，或多量的鼻血。 

    (3)-由于沉睡、疯癫、昏晕、沉醉或服用药物而失去理智。 

    (4)-无间隔地直接触摸生殖器（前后窍）。 

      

4-无小净者被禁止做的事项：    

(1)-礼拜。（无论主命拜、副功拜或殡礼）  

    (2)-巡游天房；   (3)-无间隔地触摸古兰经。 

洗小净的动作示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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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做完小净后坐着睡了一会，小净是否失效？  

    (2)-做完小净后，隔着裤子触到生殖器，他是否重做小净？  

    (3)-做完小净后，吃羊肉者，小净是否失效？ 

    (4)-洗小净者，先洗脚。后洗脸，再抹头，最后洗手。请说明他错在什么地方？ 

                                                

                                      
 

    脚上穿的是皮制的叫靴子，非皮制的叫袜子如：用羊毛、棉布和 亚麻等制作

的，至踝的靴子可代替鞋，但要遮住脚面。 

1- 抹靴子和袜子的做法 

    抹靴子的做法是将浸湿的双手放在脚趾处，用三个指头从脚尖一直抹到脚踝

处，先用右手抹右脚，再用左手抹左脚，袜子也如此（图 9）                                                     

                                                    

                                                                                                                                           
                                                                (图 9) 

2-抹靴子、袜子的条件： 
    (1)-做完小净（洗完两只脚后）穿上靴子、袜子； 

    (2)-靴子、袜子应遮两脚至两踝骨。 

3-抹靴子、袜子的期限 ：  
(1)-居家者抹靴子、袜子的有效期为一天一夜。 

    (2)-旅行者抹靴子、袜子的有效期是三天三夜。 

  （穿上它俩之后，从下次洗小净开始算起。） 

4-抹靴子、袜子失效事项： 

    (1)-有效期终止； 

    (2)-坏大净； 

    (3)-脱掉靴子、袜子。 

思考题 
     

 
 

二、抹靴子和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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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                                                                                                   
  

 (1)-做完小净穿上袜子后脱掉了，然后又穿上，他下次做小净时可以抹袜子吗？  

 (2)-做小净者，把靴子上下全抹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1-大净的形式及其顺序： 

    (1)-举意，立意为了拜主而洗大净（心中明白，口头不表达）； 

(2)- 念太斯米，即：奉真主之名；     (3)-洗手三次 ;        (4)-洗前后窍 

    (5)-做一个完美的小净，从头往下浇水三次，让水流至发根，然后洗脚，或是脚可

以待洗完周身后再洗，这样在洗完大净的同时也洗了小净；                                                          

(6)-洗周身至少一次，最好三次，从右到左，从头到脚；一定要洗到耳孔、腋下、 

肚脐、膝盖等水不易流到的部位。 

 

 2-大净简便做法（如果不能像前面所述做完整的大净,可以选择简便做法） 

    (1)- 举意，立意为了拜主而洗大净； 

    (2)- 念太斯米，即：奉真主之名； 

    (3)-洗周身，并使水入口中和鼻腔中，即：漱口和呛鼻； 

    (4)-仰头漱口、吸水呛鼻各三次。（注意：做简便大净后，须做小净） 

 

3-坏大净的事项： 

    (1)-发生性行为（射精或不射精都坏大净）； 

    (2)-遗精或梦遗； 

    (3)-妇女行经、产妇坐月； 

    (4)-新入教的穆斯林； 

    (5)-亡人入土前必须洗大净（战场上殉教者例外）。 

4-无大净者被禁止做的事项： 

    (1)-礼拜（主命拜、副功拜或殡礼）；  

    (2)-巡游天房； 

    (3)-触摸、诵读《古兰经》； 

    (4)-在清真寺内停留（无大净者做小净之后，可以进入寺内）。 

        

5-妇女行经、产妇坐月被禁止做的事项： 

(1)-礼拜（行经期的拜功无需还补）；         (2)-在清真寺内停留； 

    (3)-斋戒（日后补全经期所失去的斋数）     (4)-性交；(5)-巡游天房； 

    (6)-触摸《古兰经》，但戴上手套可以，也可以诵读《古兰经》。 

三、大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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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夫妻发生性行为之后想诵读古兰经，他们需要做什么？  

    (2)- 妇女行经，拜前发现干净了，她应该怎么做？ 

 

四、示范抹靴、袜子 

五、反复实习小净做法与礼拜  

六、月经、病血与产血的有关规定对照表： 

 

           试验题  

                                                     1-回答下列问题： 

                                                      (1)-说出哪些事情发生之后必须洗大净？ 

                                                      (2)-详述完成大净的形式？ 

                                                      (3)-无大净者能礼拜和巡游天房吗？  

                                                      (4)-那些事情坏小净？ 

 

 

月经 病血 产血 项目 

从子宫流出来的正常的、自然

的血，黑而黏稠。 

多而红的血，比月

经的时间长、颜色

重而且稠。  

怀孕的妇女生

孩子前、后所

流出的血。 

 

   定     义 

 

约从九岁开始， 

约到五十岁时终止。 

 

没有规律，这是妇

女遇到的意外情况 

生孩子或小产

前一天、两天

或三天 

 

出血时间 

至少一天一夜，最多十五天，

正常的情况下，每月六至七天 

 

没有固定的期限 

最多 40 天，

无最少期限 

 

期       限 

洗大净 

补缺的斋数 

 

每次礼拜须做小净 

洗大净补

缺的斋数 

血止后应

做的事情 

礼拜斋戒 

巡游天房 

触摸古兰经 

在寺内停留 

性交 

 

 

 

无 

礼拜斋戒

巡游天房 

触摸古兰经

在寺内停留

性交 

 

 

出血期间

禁止做的

事    项 

妇女离婚后要等来三次月经 

的时间，才可以改嫁。 

许可做任何日常工作 

 允许夫妻搂抱 

 

巡游天房或在寺里

做礼拜时，须带卫

生垫，以免污血渗

透到衣物上。 

 

许可做任何          

日常工作 

允许夫妻搂

抱,谨防性交。 

 

有关教 

法规定 

思考题 
 



21 

 

 

2-请在下列正确的句子后（ ），在错误的句子后（） 

    (1)-洗小净者先抹头后洗手至肘。                                              （  ） 

    (2)-洗小净后，礼拜前放屁，他要重做小净。                          （  ） 

(3)-无小净者穿上靴、袜子，做小净时不可以抹。                  （  ） 

 

                                          

                                           
 

                                                          

                                          

                                                                                       
 

 

本课要求： 

学完这课后，每位新穆斯林要做到以下几点； 

 1-简述拜功的重要性。              

 2-说出每天主命拜的拜数。             3-说出每次礼拜的时间。 

 4-背诵《古兰》首章。                     5- 练习做小净和礼拜。 

 

 

                              

              

 

分钟 课题 

10 分 拜功的高贵与重要性  

20 分 主命拜的拜数与时间 

25 分 背诵《古兰经》首章 

20 分 复习小净及实践礼拜 

15 分 实践与巩固 

 

 

 

课时配备部分教学工具： 
    

     1-列举拜功高贵的证据 

2- 主命拜数与礼拜时间图表 

3- 教《古兰》首章的录音带 

 
 

              第三课 
 学礼拜及背记古兰经首章 

 

建议性的课时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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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拜功是伊斯兰五功之一。 

     2-拜功是穆斯林的信仰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3-拜功是安拉规定给人类身体立行的第一项功修。 

     4-拜功是穆斯林每天与安拉联系的纽带。 

     5-拜功是体现伊斯兰的重要标志之一。 

     6-在末日，拜功是安拉清算人类的第一件工作，如果拜功合格，那么其它的功修也

就合格；如果拜功无效，那么其它功修也无效。 

 

         有关拜功贵重的圣训很多，其中有艾布胡莱勒的传述，他说：“我听真主的使者

（祈主福安之）说：“你们告诉我，如果一条河从你们中一 个人的家门前流过，他每

天在河水里洗五次澡，那么在他身上还留有污垢吗？”弟子们说：‘他身上不会留下

任何污垢。’穆圣（祈主福安之）说：‘那跟每天礼五时拜是一样的，坚持礼五时拜

者，安拉要赦免他所有的过错。’”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 

 

 

 

        安拉为人类规定了每天礼五时拜，即：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 ，这五次

拜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清高的真主说：“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

《古兰》妇女章 103 节 。    

                            主命拜拜数与礼拜时间对照表 
 

规定的时间 拜数 拜时 

自拂晓至日出前  两拜 晨礼（发吉勒） 

自太阳偏西至物体影子是实体的一倍   四拜 晌礼（祖呼勒） 

自物体影子是实体的一倍至日落前  四拜 晡礼（阿斯勒） 

自日落后至晚霞消失前  三拜   昏礼（玛格勒卜） 

自晚霞消失至次日拂晓前  四拜 宵礼（阿沙尔） 

   

 

 
     1-太阳偏西前做晌礼者他的拜功是否正确？ 

     2-一位穆斯林妇女沉睡，直到日出后才醒来做晨礼，你对此有何看法？ 

     3-除本书中提到的外，你还知道其他有关拜功高贵的事项吗？ 

 

一、拜功的高贵与重要性 
 

二、主命拜拜数与拜时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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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音译： 

“比斯敏俩，亨来赫麻宁来黑米艾里海目杜林俩黑，兰比里阿来米乃安来赫麻

宁来黑米麻里克耀命迪尼印牙开乃尔卜杜，外印牙开乃斯台艾奴伊黑迪难，虽

拉团里目斯台给麦虽拉团来贼乃，艾乃艾目台，阿来一黑目，该理里麦该祖比，阿

来黑目，外兰朵里乃”  (阿悯！)        

 

意译：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

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

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四、反复练习做小净和做礼拜 

   

   1-练习做小净 

   2-练习礼拜两次以上 

   3-到寺里参加集体礼拜，以便向其他人学习正确的礼拜方式 

三、背记《古兰》首章 
 

开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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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题 

1-诵读《古兰》首章 

2-在括号里填写主命拜数 

 宵礼拜数      （        ） 

 晨礼拜数      （        ） 

 晌礼拜数      （        ） 

 晡礼拜数      （        ） 

 昏礼拜数      （        ） 

3-填空    

     (1)-昏礼时间____________。 

     (2)-晌礼时间____________ 。                 (3)-穆斯林每天应该做__________次礼拜。 

4-请说出一段有关拜功贵重的圣训。 

5-请在下列正确的句子后打 (），在错误的句子后打（）。 

    (1)-安拉通过礼拜赦免人们的过错。                                           （   ） 

    (2)-晡礼的时间自物体影子是实体的一倍至日落前 。              （   ） 

    (3)-晨礼的时间自拂晓至晌礼。                                                   （   ） 

    (4)-安拉为人类规定每日五时拜功。                                           （   ） 

 
 

 

 

 

 

 

 

 本课要求： 
 

 

 

 学完此课后，要求每个新穆斯林做到以下几点： 

     

     1-叙述拜前该做的事项。 

     2-详述拜功的形式。 

     3-配合念词做一次完整的礼拜。 

     4-准确无误地诵读坐定词（台善乎德）。 

                                                                             

 

                  第四课 
 拜功的模式与背记坐定词（台善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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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课题 

25 分 讲解拜功 

20 分 实习礼拜 

30 分 背记坐定词（台善乎德） 

15 分 实践与巩固 

 

 

 

     1-学习礼拜的录像带 

     2-拜功形式图解表 

     3-听录音带学习坐定词（台善乎德） 

     4-礼拜念词表 

 

一、拜功形式  
 

 

 

1-礼拜前应具备的条件： 

 

( 1) 确定拜功时间的进入。 

(2)  确定自己有大、小净。 

(3)  确定身体，衣服及礼拜位置洁净。 

(4)  遮盖羞体。 

(5)  面向天房（麦加的克尔白）。 

(6)  举意（内心明白所做的功修，口头不表达出来）。 

 

 

2-拜功动作如下： 
 

(1)- 大赞词。   即：念  。意思：安拉至大，（安拉乎，艾克白了）  اهلل أمبس

  （2）念大赞词时伸手对准两肩或指尖对准两耳垂，如图 1-2。 

 

                   建议性的课时安排表 
 

 教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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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图 2) 

 

（3）右手抓住左手并放在胸前；如图 3-4 

 

            （3）                         （4） 

 

   （4）念开拜词：سبذاّل اىيٌٖ ٗبذَدك ٗجبازك اسَل ٗجؼاىى جدك ٗال إىٔ غٍسك 

译音： “素卜哈乃看拉哄买，外比哈目地开，外台吧来开思目开，外台阿俩见都开，    

外俩一俩海盖路(ز)开。 

意思：主阿！赞美你超绝一切，无尽的赞美你，你的尊名真吉祥！你的尊严真高洁！

除你外，再没有任何主宰。 

 ：A    :      念求护词（5） ٌ  أػ٘ذ باهلل ٍِ اىشٍطاُ اىسجٍ                                                                

译音“艾吾祖冰俩黑，米南舍一托宁来吉米！” 

意思“我求安拉护佑免遭被驱逐的恶魔的伤害” 

             B     :      ٌٍبسٌ اهلل اىسدَِ اىسد  

译音：比斯命俩嘿啦 哈嘛宁来嘿米 

意思“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C    ：念开端章，念完时，在明念的拜功中明念        ٍٍِآ  “阿米乃”，在暗念的

拜功中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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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念自己所背记的简短容易的章节。 

（7）鞠躬并念大赞词：  اهلل أمبس“安拉乎，艾克白了” 

       A    伸手对准两肩，如图（1）同上。 

 （1） 

         B   鞠躬时身体呈 90 度直角状，眼睛注视叩头处。 如图（5） 

 

（5） 

开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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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手掌分开手指后抓住膝盖。 

   

 D 鞠躬时并念：  ٌٍسبذاُ زبً اىؼظ （三遍） 

                             译音“苏卜哈乃，兰比也里艾醉米” 

                             意思:（赞美我的主无比伟大） 

  

 

 (8)从鞠躬中起身： 

A 伸两手对准两肩或两耳垂，如图 1-2 （同上）;                                             

   

  B 念 ٓسَغ اهلل ىَِ دَد         “赛米安拉乎，里曼乃哈米代嗨。”  

           

      意思：安拉本听赞主者的赞颂。 

       

C 站直后念： زبْا ىل اىذَد ٌٖياى    

译音:按老混买，浪白那！来开里哈目得！ 

意思：主阿！一切荣耀只归于你。 

 

 
                                                  （从鞠躬中起来再次伸手） 

 

(9)  叩头并念大赞词：  ！安拉乎，艾克白了    اهلل أمبس  

 意思：安拉至大！ 

 叩头时七个部位要接触地面：A 前额和鼻子 B 两手掌 C  两膝盖 D 两脚趾肚放

平，迎向天房 （克尔白）。 

 然后念：“素卜哈乃兰比也里艾阿俩”          ً األػيىسبذاُ زب                   

                    

         意思：赞美我至高无上的主。如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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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两肘不接触地面                                                          两脚趾触地    

 

          

                                                                                                                                                                

 

 

（10）叩头起来念大赞词：  ！安拉乎，艾克白了 أمبس  اهلل  

 

 

A 铺平左脚，并坐其上。B 立起右脚   C 把手放在大腿或膝盖上  

D 念：  ىً اغفس  زب  "浪比嗯非了里 "     意思：主阿！求你饶恕我。 

E 坐定 （如图 8-9） 

 

 

    （8）                          （9） 

 

（11）第二次叩头，动作和念词如同第一次。 

（12）为第二拜立站并念大赞词，如同第一拜。 

（13）第二拜的第二次叩头起身后坐定，念坐定词和祝福使者（祈主福安之）词。 

（14）加念求饶词和祈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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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证词（台善乎德） 
 

     “安台亨牙图，林俩黑，万塞来瓦图，万团以巴图；安塞俩目阿来开，安尤罕乃冰

尤，外来海麦同拉黑，外摆来卡图乎；安塞俩目阿来拿，外尔俩艾巴丁俩亨，撒礼黑

乃；艾氏海杜，安俩一俩海，英烂拉乎；外艾氏海杜，安乃穆罕买代乃，阿卜杜乎，

外来苏卢乎。” 

 ً اىسال, اىسالً ػيٍل أٌٖا اىْبً ٗزدَة اهلل ٗبسماجٔ, اىحذٍات هلل ٗاىصي٘ات ٗاىطٍبات

 .أشٖد أُ ال إىٔ إال اهلل ٗأشٖد أُ ٍذَدا ػبدٓ ٗزس٘ىٔ, ػيٍْا ٗػيى ػباد اهلل اىصاىذٍِ

 

    意思：一切的祝贺、祝福和美好之事归于安拉。先知阿！愿主赐你安康和吉庆；

愿主赐予我们及其清廉者平安，我见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见证穆罕默

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 

                                                 祝福使者（祈主福安之）词 

 

    “安拉洪麦，算里阿俩穆罕默定，外阿俩阿里穆罕默定；开麻算来以台，阿俩易卜

拉黑麦，外阿俩阿里易卜拉黑麦；外巴里克阿俩穆罕默定，外阿俩阿里穆罕默定；开

麻巴来克台，阿俩易卜拉黑麦，外阿俩阿里易卜拉黑麦；英乃开海米盾麦吉盾！” 

ٗبازك ػيى ٍذَد ٗػيى آه ٍذَد مَا , اىيٌٖ صو ػيى ٍذَد ٗػيى آه ٍذَد مَا صيٍث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 إّل دٍَد ٍجٍد, بازمث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意思：主啊！求您赐福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裔，犹如您曾赐福先知伊卜拉欣及其后裔

一样；求您赐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裔吉祥，犹如您曾赐先知伊卜拉欣及其后裔吉祥一

样。主啊！您是永受颂扬之主，永恒光荣之主。 

                                                   

                                                            末坐祈祷词 

 

                                                         

"安啦洪买，应尼哎吴祖比开，命乃啊咋比结汉乃买，外敏能阿咋比里改布勒，外命

飞体乃替里买哈呀，外里买吗替，外命善里飞体乃替里，麦塞嘿胆扎里。 

 فحْة اىَسٍخ اىدجاه شس ٍِ ػراب اىقبس ٗ ٍِ فحْة اىَذٍا ٗاىََات ٗ ٍٍِِ ػراب جٌْٖ ٗ اىيٌٖ إّى أػ٘ذ بل 

意思是：主啊！我求你护佑，免遭火狱的刑罚，坟墓的刑罚，生死的磨难，骗

子手麦塞嘿的磨难。 

 

（14）然后出拜，先右后左并念：“安塞俩目阿来库目，外来(ز)海麦同拉黑！” 

 اىسالً ػيٍنٌ ٗزدَة اهلل

（愿安拉赐你们平安和慈爱！） 

如果是两拜，拜功已经结束。如图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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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5）如果是三拜或四拜的话，在中坐后起身并念大赞词： اهلل أمبس   安拉乎艾克白 

了，同时伸高两手对准两肩像前面所做的一样，在站立中只念开端章。 

（16）在三拜或四拜的后一坐中（立起右脚，脚趾迎向朝向；弯曲左脚并放在右小

腿下面，屁股坐在地上。如图 12 

                                                                                      

                                                   （12） 

                                                

 

二   坐定词 

 

  从第二拜中起来坐定念坐定词，同样在三拜或四拜之后的后一坐中也念此词。 

即：一切的祝贺，美好归于安拉。先知阿！愿主赐你安康和吉庆；愿主赐予我们及其

清廉者平安，我见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见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

者。     （请参阅前面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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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开端章（反复背记） 

四 小净和拜功（反复练习） 

 

  

 

 

 

祷词的读法与涵义 
拜功中相关动作

及念词位置 
祈祷词分类 

  

اهلل أمبس   （安拉至大） 

入拜抬手、及其

动作转变之时念 

 

            大 赞 词 

ال إىٔ سبذاّل اىيٌٖ ٗبذَدك ٗجبازك اسَل ٗجؼاىى جدك ٗ

 غٍسك

 主啊！赞美您超然一切，无尽地感赞 

您，您的尊名无比吉祥，您的尊严无比

高尚，除您之外再没有主。 

 

入拜后站立，  

右手搭在左手  

上放置胸前念 

 

 

            开拜词(赛那) 

 أػ٘ذ باهلل ٍِ اىشٍطاُ اىسجٌٍ

       求安拉护佑我不受恶魔的干扰和诱惑 

 

念完开拜词后念 

             

           求 护 词 

 بسٌ اهلل اىسدَِ اىسدٌٍ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诵读《古兰》首

章前念 

           

          太 斯 米 

参照前面 站立时念          《古兰》首章 

ِآٍٍ    

主啊！请准承我们所要求的吧！ 

 

古兰首章后念 

 

       台 额 米 尼 

 سبذاُ زبً اىؼظٌٍ

赞美我的主无比伟大 

 

 

鞠躬时念三遍 

 

       鞠 躬 念 词 

 سَغ اهلل ىَِ دَدٓ

真主已听到赞颂者的赞词 

 

 鞠躬起身时念 

 台斯米尔（集体礼拜时由

伊玛目念，如果单独礼拜

时自己念） 

 

“兰白那，来开里海木杜！” زبْا ىل اىذَد 

（主啊！一切荣耀只属于您。） 

 

鞠躬起身站立后 

 

  台 哈 米 德 

      “苏卜哈乃，兰比也里艾啊聊 

         ً  األػيىسبذاُ زب         

（赞美我至高的主无比超然） 

 

叩头时念三遍 

 

  叩 头 念 词 

              拜功念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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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比额非乐里” اغفسىً زب         

       （主啊！求您宽恕我。） 

 

 两叩头之间跪

坐时念 

 

求 恕 词 

 

اىسالً ػيٍل أٌٖا اىْبً , اىحذٍات هلل ٗاىصي٘ات ٗاىطٍبات

 اىسالً , اجٔٗزدَة اهلل ٗبسم

أشٖد أُ ال إىٔ إال اهلل , ػيٍْا ٗػيى ػباد اهلل اىصاىذٍِ

 .ٗأشٖد أُ ٍذَدا ػبدٓ ٗزس٘ىٔ

一切的祝贺、祝福和美好之事归于安

拉。先知阿！愿主赐你安康和吉庆；愿

主赐予我们及其清廉者平安，我见证:除

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见证穆罕

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 

 

 

 

 

两拜的末坐 

三拜或四拜 

的中坐时念 

 

 

 

 

台 善 乎 德 

（跪坐时念作证词） 

َا صيٍث ٍذَد , م اىيٌٖ صّو ػيى ٍذَد ٗػيى آه

اىيٌٖ .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 إّل دٍَد ٍجٍد 

بازك ػيى ٍذَد ٗػيى آه ٍذَد , مَا بازمث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 إّل دٍَد ٍجٍد

主啊！求您赐福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

裔，犹如您曾赐福先知伊卜拉欣及其后

裔一样；求您赐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裔

吉祥，犹如您曾赐先知伊卜拉欣及其后

裔吉祥一样。主啊！您是永受颂扬之

主，永恒光荣之主。 

 

 

 

 

末坐时在   

作证词后念 

 

 

 

 

祝 福 使 者 

   的 念 词 

 ٗ ٍِ ػراب اىقبس اىيٌٖ إّى أػ٘ذ بل ٍِ ػراب جٌْٖ

 ٗ ٍِ فحْة اىَذٍا ٗاىََات ٗ ٍِ فحْة اىَسٍخ اىدجاه

意思是：主啊！我求你护佑，免遭火

狱的刑罚，坟墓的刑罚，生死的磨

难，骗子手买锡罕的磨难。 

 

 

 

      末 坐 时 

 

 

 

    末 坐 祈 祷 词 

 

“安塞俩目阿来库目，外来海麦同拉

黑！” 

 اىسالً ػيٍنٌ ٗزدَة اهلل

（安拉赐你们平安和慈爱！） 

 

 

出 拜 念 词 

 

 

台斯里穆（色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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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验题 

                                        1 诵读《古兰经》中的开端章。 

                                        2 背记坐定词。 

                   3 一拜中有多少个鞠躬？多少个叩头？   
 

 

在正误的句子前面画（×）（√） 

A 礼拜的动作是站立，然后叩头，然后鞠躬。           （ ） 

B 在拜功中念入拜大赞词时只伸手即可。             （ ） 

C    礼拜者在第一拜中鞠躬，然后为第二拜站立 。         （ ） 

D 礼拜者在求护词和太思米之后念开端章 。              （ ） 

E 礼拜者在两叩头之间念坐定词 。                     （ ） 

F 礼拜者从右至左说色蓝是为了出拜。                 （ ） 
 

将下列相对应的赞词用直线连接 

             ( 1)                                        （2） 

    鞠躬起身时念                   赞美安拉至高无上    

鞠躬时的赞词                   赞美我的养主伟大 

叩头时的赞词                   愿主使你安康、吉庆 

出拜的祝福词                   真主已听到赞颂者的赞词 

 

 

                                                 

 
                          

 

 

本课要求： 
 

 学习者要关注以下几点： 

1、 背记祝福词。    

2、 精确地背记开端章和坐定词。 

3、 在拜功中实践开端章和坐定词。 
 

 

 

                     第五课 

           背 记 祝 福 使 者 的 赞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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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内容 

         25 背记祝福使者的赞词 

         25 复习开端章和坐定词 

         25 反复练习拜功的动作 

         15 巩固每课要求 

 

 

 

 建议为此课安排学习用具 

 

1--教授祝安词的录音带。   

2—准备写有祝安词的牌子，课前放在学习者前面。 

 

一    祝福词       

在念完坐定词后念下列的祷文： 

 اىيٌٖ بازك ػيى ٍذَد . ٍذَد , مَا صيٍث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 إّل دٍَد ٍجٍد  اىيٌٖ صّو ػيى ٍذَد ٗػيى آه

 .ٗػيى آه ٍذَد , مَا بازمث ػيى إبسإٌٍ ٗػيى آه إبسإٌٍ , إّل دٍَد ٍجٍد 

二  反复背记开端章和坐定词。 

三  练习开端章和坐定词。 

                    

                  

                   

                                            本课要求： 

 

   本课要求： 

   A 背记忠诚章                        B 精确地背记开端章   

C 精确地背记坐定词                  D 精确地背记祝福词 

第六课 

    背记忠诚章        

                 建议性的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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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内容 

 

25              背记忠诚章 

10              复习开端章 

10              复习坐定词 

10              复习祝福词 

20              实践做小净和做礼拜 

15              巩固与实践 

 

 

 

A  听录音复习开端章    

B  听录音学习忠诚章 

 

 

 

 一   背记忠诚章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建议性的课时分配表 
 

 

建议性教学工具 
 

 忠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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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斯敏俩亨来哈麻宁来黑米”  

 古里乎万拉乎,艾海得，安拉洪塞麦得，来目也里得， 

   外来目尤来得，外来目也昆来乎，库夫外乃艾海得。  

 意思：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你说：他是安拉，唯一的主。安拉是万物仰赖之主。 

他既不生也不被生；无一物可与他匹敌。         

二   反复背记开端章。 

三   反复背记坐定词和祝福词。 

四   反复练习做小净和做礼拜。 

 

 

 

 

 

 

                             本课要求 

   A 精确地背记时光章          B精确地背记多福章    

C 精确地背记开端章          E精确地背记坐定词      

 

 
                                                           

              内容 时间 

             背记时光章 

 

20 

            背记多福章 

              

20 

             复习开端章 

 

10 

             复习忠诚章 

 

5 

             复习坐定词 

 

5 

             复习祝福词 

 

5 

             练习小净和拜功 

 

15 

             实践与巩固 

 

10 

      第七课                                     
学习时光章和多福章 

建议课时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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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听录音学习时光章和多福章 

12 反复交叉学习 

13 每章各念三遍 

 

 

 

一、  学习时光章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音译：         “比斯敏俩亨来哈麻宁来黑米” 

 

  外里阿苏勒     应耐里应撒乃, 来非胡思立    应兰来贼乃阿买怒，外尔米伦撒里  

哈体，外太哇扫比里罕给，外太哇扫并撒布勒。   

 

意思: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以时光盟誓   一切人类确实在亏折之中， 

 惟信道而且行善者，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                   
 

建议性课时分配表 
 

时 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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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音译：         “比斯敏俩亨来哈麻宁来黑米” 

 

因拿爱尔团伊那，开里开唔赛勒（ز ）. 发算里，里乱比开,外乃哈勒因乃啥尼

而开 ，胡外里爱布太勒。     

 

                           意思: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我确已赐你多福 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牲怨恨你者，确是绝 后的。 

 

 

二   反复背记开端章和忠诚章 

 

三  反复背记坐定词和祝福词  

 

四  反复练习小净和拜功          

 

 

 

多  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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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业考试 ： 100 分 
 

 

 

考试大纲  : 

1 把本学期开始到结束的考试大纲告诉学生。 

2 本次学习的考试成绩最低合格分为 80 分。 

3 建议没有通过者重修本教材，以弥补不足之处。 

 

1) 简述六大信仰。 

 

2) 简述伊斯兰的五功。 

 

3) 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该怎么做？ 

当你正在礼拜时，因放屁而坏了小净。 

当你睡醒时，发现内裤上有精液或精液的痕迹。 

你想做礼拜，但是身体不洁净。 

做小净时忘记洗双脚。 

做小净后睡着了，醒来后要去做礼拜。 

 

4) 说出下列拜功的拜数。 

晨礼------------------------------------ 

晌礼------------------------------------ 

晡礼------------------------------------ 

昏礼------------------------------------ 

宵礼------------------------------------- 

 

5) 练习项目: 

 

 

练习项目 时间（分钟） 

小净 15 

拜功 25 

听开端章 8 

听多福章和忠诚章 6 

 

 

 

 



41 

 

 

 

 
 

  、两大作证词                                    

  、两大作证词                                    

                                   

  

 

1 、作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

仆人和使者。” 

 

    “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伊斯兰建立在五件工作之

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承认这五项支柱，并一丝不苟地执行它，他便是真

正的穆斯林。据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们父子)传述说：穆圣（祈主福安

之）说：“伊斯兰建立在五项支柱上，作证：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者；并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立行拜功 、完纳天课、朝觐

天房、封主命斋。”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 

  

  圣训中记载“乐园的钥匙是念‘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但

是，凡是宣读“ 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的人，乐园的大门能否为他

而敞开呢？有人问外海布. 本.穆难比海（求主慈悯他）：“难道“除安拉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这句言辞不是天堂的钥匙吗？”他说：“不错，是

钥匙。但是，凡是钥匙都有齿，如果你带来的是有齿的钥匙，乐园的大门

才会为你敞开。”  有许多圣训概括性地阐明了该钥匙的“齿"就是：懂得

这句作证词的含义，至死坚持不移，遵循其要求。 

 

 

2、“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 

 
      顺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命令。安拉说：“谁服从了使

者，谁确已服从了安拉。”（妇女章 80 节）   

 

     相信他所传达的一切。谁因自己的私欲而否认先知所奉命传达的教导,

谁确已否认了安拉。 

伊斯兰的五功简介 
 

两大作证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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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功的重要性： 
 

 

1 、拜功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是继作证词之后的第二项重要工作。 

2、 拜功是伊斯兰不可缺少的支柱。谁放弃了礼拜，就等于放弃了伊斯            

兰。使者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就是礼拜。” 

3、 去参加礼拜而走的每一步都能抵消罪恶，升高礼拜者的品级。 

4、 拜功是穆斯林每天与主联系的桥梁。穆斯林每天通过五次反省、祷

告使生活和工作更顺利。 

5、 礼拜可以防止犯罪。真主说：“礼拜确实能够遏制丑事和犯罪。”  

6、 在末日，拜功是安拉考核人类的第一件工作。如果拜功顺利过关，

其余工作则容易过关。 

    有关拜功贵重的圣训很多，其中有艾布胡莱勒的传述，他说：“我听

真主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你们告诉我，一条洁净的小河从你们中

一人家门前流过，他每天在河水里洗五次澡，那样的话在他身上还留有污

垢吗？’弟子们肯定地说：‘他身上不会留下任何污垢。’穆圣（愿主福

安之）说：‘那跟每天礼五时拜是一样的，坚持礼五时拜者，安拉要赦免

他所有的过错。”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 

 

规定礼拜时间的重要性 

在不同的时间做礼拜的目的在于，使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经

常性地想起安拉。因而，对安拉的记念遍布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晨

礼：使穆斯林以记念安拉开始一天的生活；晌礼和哺礼：一个人尽管正忙

碌于工作、商务或贸易，但他们须停顿几分钟以记念安拉，并从主那儿寻

求灵感与启发；昏礼：通常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人们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借

此机会为一天工作的圆满结束向主表达感激之情；最后的礼拜是在上床睡

觉之前进行，从而以记念安拉结束这一天。 

    二、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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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历九月的斋戒，是伊斯兰教的第三项基本天命，《古兰经》明文对此有明

确的规定。明文中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章节，同时，在这些章节中还提到了斋月的益处

和贵重。 

  斋戒的意义: 

   从语言的角度而言，斋戒的意思是：停止干某些事或放弃干某些事；从教法的

角度而言，斋戒即从黎明到日落之间放弃饮食和性交等行为。这就是伊斯兰意义上的

斋戒。 

  斋戒是穆斯林迁徙后第一年至第二年的时间内归定为主命的。正如《古兰经》所

提到的：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因此，封莱麦丹月的斋戒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谁反对它，或放弃

它，谁便违背了伊斯兰。谁若没有正当理由而放弃它，谁便是火狱中的罪人。 

       

                      

   一、斋戒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敬畏真主，提高道德修养。安拉说：“你们斋戒，

以便你们敬畏”。 

   三、 斋戒  
 

斋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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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斋戒能使我们养成克制私欲、多干善功、防止罪恶的生活习性。穆圣说：

“斋戒是一面防止罪恶的盾牌，你们在封斋期间，既不要胡言乱语，也不可吵闹为

敌。遇到有人辱骂或殴打时，就说：“我是一个封斋的人”。 

     三、培养恻隐心，扶困济贫。通过斋戒，在饥肠漉漉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到真

主赐予富裕生活的特恩，才能体验到穷人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

心，知感真主对自己的特慈，知恩感报。 

     四、磨练意志、增强自律力。通过这一个月斋戒的艰苦磨炼，我们可以培养高

度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而使我们对伊斯兰的信仰更加坚定。 

     五、预防和辅助治疗部分疾病。现代医学证明，伊斯兰的斋戒不仅对人的健康

有益，还对预防和辅助医治某些疾病有一定的功能。临床试验表明，斋戒对过敏性皮

炎、油脂性皮炎、胃下垂、慢性胃炎、溃疡病、结肠炎、哮喘、糖尿病、高血压、动

脉硬化、心脑血管病、肥胖症、积食、消化不良等都有一定的预防和辅助医治作用。                              

 斋戒的重要性 

斋戒是一项必须的义务，它被过去的先知们和其随从者所遵从； 伟大的真主

说：“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    

      这说明，斋戒对人类自身的修养和灵魂的净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如

果没有斋戒，人类灵魂的纯洁就无法实现。同样，没有任何一种其它的功修能够代替

斋戒的地位。这也就是之前所有的使者所带来的神圣法律中斋戒成为一种必须的义务

的原因。 

     穆圣曾明确地告诉世人：“谁在斋月里无真主许可的理由而故意不封斋，那么，

即使他封一辈子的斋，也还补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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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发生两极分化。 如果能有制

约措施， 使富者舍财济贫，贫富之间的差别尽可能缩小，从而，贫者衣

食可保，富者减弱自傲。 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 

常用词语∶则卡特（天课），个人资产（Nisuab），赛德格 

重点思考∶完纳天课为什么是完善自身，也是服务社会的好办法？ 

天课（则卡特）所包含的意义: 

则卡特制度是伊斯兰的重要的功修之一（中国的传统称为“出天课”），在伊

斯兰的五功中排列第三，其重要性仅次于拜功。 

 则卡特这个词的含义是“纯净”或“净化”，在产权范畴里，转化为“穷人

的份额”或“慈善施舍”的意思。 但是，这一项施舍，不是根据完全的自愿，而

是遵从安拉命令的行为，所以中国先辈们翻译为“天课”。 施舍与信仰有什么关

系？ 这个问题对于有理智的人不难理解。 人生活在这个巨大而富饶的物质世界之

中，人们很容易贪图物质利益，追求享受，而忘记了顺从安拉的根本使命。 如果

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心爱的财富分舍一部分给穷人，那末，这个行为对他是个极大的

考验，也是强化认主的意识。 《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的财产和子

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记念安拉。  谁这样做，谁是亏折的。”（ 63:9） 

     

这样的行为直接有利于个人灵魂的净化,使人的贪婪本性得到遏制，能为安拉

慷慨施舍的人，他的心确已归于安拉了。 则卡特属于信仰的法定性施舍。  

四 、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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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穆斯林都必须遵守，因为它不同于一般随意性质的施舍。“赛德格”属于

第二类，即随意性的自愿施舍，这种施舍也是善功，可以获得安拉加倍的恩赐。

《古兰经》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

服从安拉及其使者，这等人安拉将怜悯他们。”（9:71） 

 

二、完纳则卡特之人的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的人，必须要交则卡特∶ 1、信仰伊斯兰； 2、有人身自由；

3、达到定额； 4、具有全面的拥有权； 5、期满一年（大地的出产例外）。这样

的人，不论男女，必须遵从安拉的命令，将他资产的百分之二点五（四十分之一）

用于则卡特施舍。 在穆斯林掌权的国家，则卡特由政府征收，然后分配给贫困

户。 在非穆斯林国家， 应自己把则卡特交给穷人，或交给清真寺的阿訇分配。 

    三、天课的接受者 

真主在《古兰经》中确定了能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天课）只归于贫穷者、

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

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定制。”（9：60） 

    天课制度既是穆斯林的信仰功修，也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天课能解决贫穷者的

需求，帮助他们的同时尊重他们，以免他们屈辱地向真主之外的人讨要。减轻欠债者

的忧愁，帮助他们偿还债务。帮助断了路费的出门人，解决他的需求，帮助他平安地

返回家乡。 

    天课能纯洁出纳人的财产和身心，远离一切罪孽和过错的污秽，以及对内心的罪

恶影响，从小气和吝啬等不道德的行为中洁净自身的灵魂。清高的真主说：“你当从

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天课），你借赈款（天课）使他们干净，并使他们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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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觐是伊斯兰的五大基本功课之一。 这个活动在每年伊斯兰历的十二月上旬举

行。 每个成年的穆斯林男女，身体健康、神志健全、具备旅行的条件者，一生中至

少应履行一次朝觐功课。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不分种族、语言、肤色、地位和文

化，一年一次排班站立在神圣的克尔白前，用同一种声音和谐地高声赞颂至大的安

拉。 这种仪式始自先知易卜拉欣时代，集各地穆斯林男女于一地，共同崇拜安拉，

表现穆斯林世界的团结和平。 
 

〖圣训阅读〗 穆圣(祈主福安之)说∶“谁为安拉而朝觐，在朝觐中不做违禁的事，

不做恶，在他朝毕归来时，便如其母生养他时那样纯洁无染。” 

 

    朝觐者称为“哈吉”，功修仪式开始之前须受戒，洗漱沐浴， 更换白色的戒

服，穿拖鞋，表示对圣地的尊重，对安拉的敬畏，目的在于虔诚拜主。 

    朝觐中最重要的一天是伊历 12 月 10 日，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宰牲节。 

 

内容提要∶只要是有信仰的穆斯林，无论是男是女、年龄大小都可以去拜谒天房。所

有全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地位的人都整齐划一地聚集于天房周围。念

着统一的响应词、穿着统一的戒衣、朝着统一的方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在真

主面前一视同仁地做着必定的功课。 

 

常用词语∶哈吉、 赛尔伊、 米那山、 环游克尔白、 应召词、 渗渗泉、 副朝。 

重点思考∶穆斯林怎样从朝觐中领会到团结的力量？ 

 

 

 

五、    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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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穆斯林，身带大小净，进入真主的清真寺崇拜真主，寻求真主的

喜悦，祈求真主的宽恕，希望真主的引导，完成一个仆人对真主应尽的义

务。当大家看见一个人经常往来于清真寺时，可以证明这个人是有信仰

的。谁热爱清真寺，真主就喜爱谁。 

   我们每一个穆斯林应当心系清真寺，并以各种善功来建设清真寺，实现

清真寺的真正意义，以寺为家，视清真寺为心脏、中心。到清真寺里来履

行我们的职责。但进入清真寺（指礼拜堂）时，应注意以下几项必要的礼

节，以便我们的言行更能符合或接近《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导，获得安

拉的喜悦。 

 

 

 

                                      右脚         

   进寺时，先入右脚   

                

浅谈伊斯兰的部分重要礼节 

 

进入清真寺的礼节 



49 

 

   因为圣人凡事均喜爱从右边开始，做大小净、梳洗头、穿鞋等好的方

面均从右边开始。如果几个人同时进门，先让右边的进，以遵圣行。进寺

诵安拉之名，为圣人祝福，再念使者常念的祈祷词： 

           

 . 

    “比斯命俩黑，万赛俩图万赛俩目，尔俩乐苏林俩。安拉混麦服太哈

利，艾布瓦白乐哈麦体开。” 

    译义：“奉真主之名，愿真主赐幸福和安宁于他的使者， 

          “ 主啊！求你为我打开你的慈悯之门吧！” 

                    出寺时，先出左脚  念以下祈祷词 

 

   

  

        

 “比斯命俩黑，万赛俩图万赛俩目，尔俩乐苏林俩。安拉混麦服太哈利，

艾布瓦白发多利开。” 

 

译义：“奉真主之名，愿真主赐幸福和安宁于他的使者，主啊！求你为我 

        打开你的恩惠之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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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艾布吴赛德传述：穆圣（祈主福安之）说：“你们谁进入礼拜殿， 

都要给圣人祝安，还要念：主啊！请你给我开启你的慈悯之门吧！出礼拜

殿要念：主啊！求你赐我宏恩。”——《圣训之冠》。 

   

 

   据法图麦传述：每当圣人进礼拜殿的时候就念：“主啊！你慈悯

穆罕默德并给他安宁吧！主啊！求你恕饶我的罪过，给我打开你的

恩惠之门吧！”——《圣训之冠》。 

 

          

进礼拜殿后，要礼两拜庆贺礼拜殿的圣行拜 

 
 

   进入清真寺后，要礼两拜副功拜—“庆贺清真寺”的礼拜。如果大众已

经开始礼主命拜，这两拜就不礼。或只够礼当时那番拜的受强调的圣行

拜，也不礼这两拜。主麻日，伊玛目在演讲时，要先礼这两拜再听演讲。 

 

据艾布盖塔达传述：圣人说：“你们谁进礼拜殿，就应该礼两拜，然

后再坐下去。”——《圣训之冠》。 
       

   礼完“庆贺清真寺”的两拜，再礼主命拜前受强调的圣行拜，然后坐着

等待礼主命拜。最好是在家中礼圣行拜，到礼拜殿中只礼两拜庆贺清真寺

的礼拜，坐着等礼主命拜。只要他等着礼主命拜，他等待礼拜的这段时

间，安拉给他记录他一直在礼拜的回赐。他等待礼拜的这段时间里，天使

们也在为他向真主求恕饶。 

 

    

据艾布·胡莱勒传述：“只要一个人坐在清真寺里等待着礼主命拜或下

一番拜，只要他小净未坏，天使必给你们求恕饶说：“主啊！求你恕饶他

吧！求你慈悯他吧！”——《圣训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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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                            四、 

     

                  

第一种现象：——[抢先];即抢先于领拜师念“大赞词”、鞠躬、从鞠

躬中起身、叩头、或说“赛兰”出拜等。这种现象是违反教律的，应该杜

绝和纠正。圣训明文中已经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据艾布胡莱勒传述，穆圣（祈主福安之）说：‚抢先伊玛目而抬起头

的人，难道不怕安拉让他的头变相为驴子的头吗？‛——《布哈里》。另

一传述：‚把他的形象变成驴的形象吗？‛领拜师是跟拜者的表率，因为

之所以设定伊玛目，就是要让人们在拜中跟随他。所以不得抢先领拜师做

任何动作，否则就失去跟随的意义。穆圣（祈主福安之）说：‚伊玛目在

你们之前鞠躬，在你们之前抬起头和身体来。‛——《穆斯林》。又说：

‚你们不要抢先我鞠躬、叩头、站起来、坐下去、离去。‛-《艾罕默

德》、《穆斯林》。如果是失误，偶然的抢先在伊玛目之前鞠躬、叩头或

起身，他应当重新做一次该动作。如果是有意或忽视抢先了伊玛目而没有

重新做一次，则拜功无效。为了避免跟随者抢先，伊玛目的念词、拜功的

动作不宜拖得过长，太过缓慢，而应简练，快捷。 

 

    第二种现象:——[同步]; 即跟拜者同伊玛目的动作保持一致而同时进

行，从拜功的一个要素转移到另一个要素时并驾齐驱，步调一致，一齐行

跟随伊玛目礼集体拜时出现的四种现象 
 

抢先 [المسابقة]  

一、一 

跟随 [بعة المتا] 

同步  [الموافقة] 

违反  [المخالف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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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同时鞠躬、叩头、起身、出赛兰等，这也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

没有体现出跟随。穆圣（祈主福安之）说：‚之所以指定伊玛目，只是为

了让人跟随。‛——《圣训之冠》。 

    第三种现象：—— [跟随];即伊玛目做了某个动作时，跟拜者再紧跟

着做，或者说跟拜者等伊玛目结束时再开始做，这才是跟随，是跟随伊玛

目礼拜时的要求。如穆圣（祈主福安之）所说：‚当伊玛目念了入拜的大

赞词时，你们才念大赞词入拜。‛——《穆斯林》。 

 

    第四种现象：——[违反];即跟拜者落后于伊玛目较长时间，直到伊玛

目已经转移到下一个动作中，而跟拜者仍然在做原先的动作。这也如抢

拜，同样失去跟随的意义。 

  以上四种现象，只有“跟随”才是正确的，其它的三种，拜功则统统

无效。希望各位穆斯林对自己的教门负责，对自己的拜功负责。 
 

 
 

 

                    
 

 

会礼拜作为两个节日的拜功,鼓励穆斯林和大众一起礼。因为使者(祈主福安之)

他曾鼓励人们参加会礼拜,还命令人们去欢度这个喜庆的节日。 

关于会礼拜的律例与礼节简介如下； 

1) 出门去到礼拜地:争取在郊外空旷的平地上举行会礼,据艾比赛尔德传述,他说:

“安拉的使者曾为开斋节与宰牲节而出门到礼拜地。” 

2) 会礼拜后听演讲:会礼拜要在演讲前举行。据阿巴斯传述，他说:“我参加过使者

和艾布.伯克尔以及欧麦尔和奥斯曼带领大众做的会礼,他们都是先做礼拜,然后才

进行演讲.” 

3) 两拜会礼拜:会礼拜是两拜,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在节日是只做两拜会礼拜,前

     会礼拜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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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没有做其它拜。” 

 

4) 节日里的圣行:(1)做大净,用香水,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为先知曾这样做。 

5) 去参加会礼拜前在家中吃点食物，如有枣则更好。 

6) 走不同的路,去礼拜走一条路，返回时走另一条路。 

札比勒传述:“穆圣去礼拜场,去时走一条路,来时走另一条路。” 

7) 在节日中念大赞词。安拉的使者两个节日时高声念大赞词,颂主词, 

8) 妇女出门去礼拜地。据温姆艾推耶的传述:“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奉命出席两会礼,

参与到节日幸福的氛围中，和穆斯林大众一起祈祷,甚至来月经的妇女也一样，但

经妇须站在礼拜的场地外面。” 

 

    

                

  穆斯林不能仿效非穆斯林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生活习惯，以及各种节日。

如：中秋节、春节、元宵节、圣诞节、元旦节、情人节、愚人节、母亲节、生

日、死祭、结婚纪念日等等。因为穆圣(祈主福安之)说：谁仿效一个民族，他

就属于他们一类。——艾布·达吾德收集。

   

                装饰打扮：节日来临之际，穆圣与门第子也会刻意的修饰、

打扮自身的形象。据欧麦乐之子传述：他在开斋节之日，洗大净并用香水。穆

斯林的装饰打扮绝不可以超越安拉所许可的范围。 

伊斯兰禁止的打扮； 

1、染黑发。穆圣说：你们可以染白发，但不可以染成黑颜色。——艾布·达吾

德传述的圣训。 

 穆斯林的节日

的方式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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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子剃除胡须。穆圣说：你们当留胡须，打短唇须。你们可染白发，你们不

可模仿犹太人和基督教人。——艾罕麦德。 

3、男子拖长裤角至踝骨以下。穆圣说：信士的衣服裤子可以长至小腿中部，到

两踝骨上也无妨。低于两踝骨者在火狱中（均拖入火狱）。谁傲慢地拖长衣

服裤子，安拉胡不理睬他。————艾罕麦德。 

4、妇女拔眉、文眉、修眉。穆圣说：安拉诅咒纹身者、要求纹身者、为了美容          

而修眉者与要求修眉者，以及其它有改变安拉的造化的行为的人。修眉指：

不喜欢浓眉，将部分拔出而使其稀薄。即便为取悦丈夫也不可违规修饰，这

些一律属于改变安拉的创造。 

5、妇女穿有失礼义廉耻的着装。如：单薄、透明、既紧又短或低衣领等的衣

物。穆圣说：火狱中的两种人，我不愿意看他们；一是不义之官吏，他们手

握如牛尾巴一样的鞭子，逢人就打；二是身穿透明衣服的女人，趾高气扬，

自迷而迷人，头饰（发型）如驼峰，东倒西歪。这般人不得入乐园，尽管乐

园芬芳四溢，很远就可以闻到其香。但这等人连乐园的气味也闻不着。——

穆斯林传述。 

                

                 节日拜之前的饮食： 

                 据艾乃斯传述，穆圣在开斋节早上先吃几枚单数枣子，然后

才进餐。据阿布杜拉·本·布莱伊德传述，先知在开斋之日，吃过食物之后才

出门礼拜，在宰牲节，礼拜后才用餐。——铁尔密。 

 

               鼓励妇女出门参加礼拜； 

  甚至经妇也能一起去分享节日的快乐：据温姆·尔迪叶传述，每逢开斋节

和宰牲节，穆圣就命令我们所有妇女甚至经期的妇女与闺阁里少女都出席会

礼。但经期妇女不可进入礼拜场所，但她们可以听演讲并参加各种（善功）活

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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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说:“主的使者啊！妇女们有的没有外衣怎么办呢？他说：她可以借同胞

姐妹的衣服穿。”——穆斯林 

 

 

                步行到礼拜的场地，来去不要走同一条路： 

            穆圣在节日中的圣行之一便是步行去礼拜，返回时走另一条

路。据伊本·欧麦尔传述说：安拉的使者常常步行出门前往礼拜地参加节日的

拜功，之后步行着返回。——伊本·马哲。 

                    

                节日的大赞词：节日里的圣行之一便是高声念大赞词。 

                菲利亚比在关于两节日的律例中传述：伊本·欧麦尔在节日

中一路念着大赞词前往礼拜地，他一直念大赞词直到领拜师出来。布哈里圣训

传述：欧麦尔在米纳山的帐篷内念大赞词，清真寺内的人们听到他念大赞词

后，寺内和集市上的人们都跟着念大赞词。“安拉至大”的声音响彻云霄，震

动整个米纳山谷。大赞词就是：安拉至大、安拉至大、除安拉外，绝无真应受

拜者、安拉至大、安拉至大、万赞归于安拉。 

 

 

               节日拜的方式： 

1、早礼节日拜。                2、节日拜没有内外宣礼。  

3、节日拜的拜数为两拜。        4、先礼节日拜，然后演讲。 

5、在旷野中礼拜时，在领拜师前面设置遮挡物。 

6、节日拜内的大赞词；第一拜七个；第二拜内五个。 

7、节日拜内诵念的《古兰经》章节。第一拜：至尊章；第二拜：大难章。 

   另一说：欧麦尔说：“先知诵念：嘎弗章和月亮章。”奈萨伊。 

第四   

第五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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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妇女在节日里施舍： 

据加比尔传述；“我跟穆圣参加会礼，没有念内外宣礼，先礼拜，之后圣人

靠着比俩里作演讲。他命令人们敬畏真主。然后他走到妇女们面前劝告她们说

“你们要多施舍，因为火狱中的大部分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从妇女群中站起

来说：“主的使者啊！那是什么原因呢？”穆圣说：“你们经常抱怨、诉苦，

隐昧丈夫的好处。”于是妇女们捐献了自己的手饰，把耳环和戒指纷纷投到比

俩里衣服内。——穆斯林。 

 

            节日里走亲访友时的祝贺词 

伊本·泰米叶说：“在节日里，人们在会礼拜后相互碰面时的祝贺词应该

是：“愿真主接受我们大家的善功”等类似的话。 

 

             表现出节日的快乐 

   在节日里，应当营造一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如吟唱一些内容健康的诗

歌、积极向上的歌曲、歌颂真主的恩典的赞辞等。同时可以敲打手鼓伴奏，助

兴，如结婚庆典一样。至于内容粗俗，下流的歌词歌曲，与重金属的打击乐

器，不论是不是节日，一律禁止。因为真主说：“有人购买无谓的谈话，以便

他无知无识地使人背离真主的正道，而且把它当作笑柄。这等人，将受凌辱的

刑法。”（三十一章六节）伊本·麦斯欧德把“无谓的谈话”注释为歌曲。 

据圣妻阿伊舍传述：“在节日，艾布·伯克尔来到我们家，我们那里有两

个少女，她俩唱着奥斯与海兹勒吉在布阿斯战役互相争雄的歌曲。艾布·伯克

尔当时连说了三次:真主的仆民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今天可是我们的

节日！”据圣妻阿伊舍传述：在节日里一些阿比西尼亚人在清真寺里舞枪弄棒

玩耍，我求穆圣带我去观看，他说：“你乐意吗？”我说：是的。她就叫我站

第七   

第八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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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身后，我的面颊挨着他的面颊，他说：‘埃勒菲代的后裔啊！你们继续

玩吧！’我看疲倦了，他就说：‘你看够了吗？’我说：‘是的。’他说：

“那你回家好了。”——布哈里。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吃，你们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确是不喜欢浪

费者的。”（7：31） 

据欧麦尔传述：他曾经是个孤儿，由圣人抚养，吃饭时乱抓饭盘。圣人

说：“孩子！你诵念真主的尊名开始吃；你当用右手吃饭；你当吃靠近你的食

物。”他说：“后来，我吃饭的方式始终这样。”《圣训之冠》。 

    据阿依莎传述：穆圣说：“吃饭时应先念“奉真主尊名开始”，忘掉念真

主之名时当念：“开头结尾始终奉主之名”。——《圣训之冠》。 

    据伊本﹒欧默尔传述：圣人说：“你们吃喝时应用右手，因为恶魔吃喝是

用左手。”——《圣训之冠》。 

    据艾布胡莱勒传述：“圣人从来没有贬责过饭食，他爱吃就吃，不想吃就

不吃。” ——《圣训之冠》。 

    据艾奈斯传述：圣人禁止站着喝水。有人问：站着吃饭呢？圣人说：

更加禁止。——《圣训之冠》。 

 

学古兰圣训     望自觉遵守     吃饭时排队 

常保持肃静     站饭菜旁边     要注意卫生 

少开口讲话     以免唾沫飞     合口味则吃 

莫指责饭莱     学圣人美德     遵吃喝礼节 

吃饭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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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的礼节 
 

 

 

 

一、 睡觉前作自我反省 

     作为穆斯林应当提倡并遵循的是：在睡觉前对白天自身的言行作一      

番自我反省、清算。做得对的应感谢真主，若发现有错，应极积向真

主求饶，并及时忏悔。 

 

二、早睡 

            据圣妻阿依莎传述：‚穆圣宵礼后便睡，后半夜时起身礼拜。‛ 

     

三、睡前做个小净，然后右侧身子躺下为可佳 

           穆圣（愿真主赐福他）说：‚当你想睡觉时，你做一个礼拜式的小净， 

     然后上床右侧身子躺下。‛ 

  

四、 睡觉前应打扫床铺三次  

据艾卜·胡莱勒传述：穆圣说：‚你们中有人上床睡觉时，叫他用衣
裤的边角扫床单三次，因为他不知道床铺上藏有什么有害之物。‛  

 

五、伏卧着睡觉为可憎 

 据艾卜·赞尔传述：“穆圣经过我身旁，我正趴着睡觉，穆圣用脚

挪挪我说：‘这是火狱之人的睡法’。‛  

 

六、  睡前应关闭门窗、熄灯灭火 

据加比尔传述：穆圣说：‚入夜睡觉时，你们当关门、灭灯、盖上水

缸和吃饮的器皿。‛ （穆 、 布） 

 

七、  睡前念诵部分古兰节文 

如；黄牛章二百五十五节；黄牛章二百八十五至二百八十六节； 
忠诚章、曙光章、和世人章。对此有多段圣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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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穆圣（祈主福安之）经常念的祷词 

1： “主啊！我已将生命交付给你！我迎向你！我把一切事都交给你！  
将我的身心交于你，我希望你赐福，害怕你的惩罚。我只归向你！只

有向你诉说心里话！我归信你所降的经典和你所派遣的使者！‛ 

2： ‚主啊！我以你的尊名而活而死。‛ 

 

 

 

 

 

九、  恶梦惊醒时，或忧愁失眠时，担心时念： 

      ‚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辞向他求助，免遭他的恼怒，及人们的伤害，求他

保护我免遭恶魔的诱惑与来临。‛ （艾卜达吾德） 
 

  

 

 

 

十一、 睡醒时念：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是他让我们死后复活，我们都要归向他。 

  
 

 

      以上这些祈祷词,在还没有学会用阿语读之前,

念汉语意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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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拉 伯 语 字 母 表 
                       (阿拉伯语字母共 2 8 个) 

 

 

     حج       خ   ت    ب   أ 

 

  س ز    ش    ذ     ر   د     

  

     ظ     ط   ض   ص   ش    

 

 ك    ق  ف          ؽ    ع    

 

  ي    ٗ     ـًٕ    ُ      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