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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饮食的断法： 

原本是有益的、合法佳美的，或原本是有害的、非法恶

劣的。所有的事物原本都是合法的、允许的，除非是有证据

证明它是被禁止的，或阐明其中有明显伤害的现象。 

-伟大尊严的真主使所有有益于精神和身体的饮食和

服饰都成为合法的，以便援助仆人服从超绝万物的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¹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Ê É È Ç Æ Å Ä( ]١٦٨/البقرة[. 

【[168]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

食物，你们不要随从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 0F

①
 

-真主确已禁止了一切有害的，或害大于利的事物。真

主使一切佳美的食物对我们都成为了合法的，禁止我们食用

一切污秽的，就像清高的真主告诉他的使者那样： 

 ) X W V U T S R Q P
Z Y( ]١٥٧/األعراف[ . 

                                                        
①
《黄牛章》第 1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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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

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
①
 

-食物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从食物中获取营养，食物的影响反映在人类的道德

和行为中。佳美的食物对人类有着很好的影响，污秽食物的

影响与此相反。因此，真主命令仆人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止

他们食用一切污秽的食物。 

-饮食的根源： 

食物与饮料原本是合法的： 

所有的肉、颗粒、果实、蜂蜜、奶子、椰枣等佳美无害

的食物与饮料都是允许食用的。 

不允许食用任何污秽的东西，如：死物与流出的血；更

不允许食用任何有害的，如：有毒的，酒，大麻，毒品，烟，

咖特
②
等，因为它们是有害于身体、财产和精神的污秽物。 

-应邀吃饭者的礼节： 

-按照圣行，如果穆斯林来到自己的穆斯林兄弟跟前，

给他的食物，让他吃，不需要问他是什么食物；给他饮料，

就让他喝，也不需要问他是什么饮料。 

                                                        
①
《高处章》第 157节 

②
 译者注：一种产于也门带有麻醉性的植物，人们把其叶子放在嘴里嚼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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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竞赛者：他俩是沽名钓誉地以热情好客而引以为

荣的人，不要吃他俩的食物。 

-椰枣的优越： 

椰枣是最好的营养食品，家中没有椰枣家人会挨饿的，

它是远离毒害和魔术的堡垒。最好的椰枣是麦地那的椰枣，

特别是阿吉沃枣。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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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سعد بن أيب وقاص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بَّحَ كُ نْ تَصَ مَ
رٌ  حْ ال سِ مٌّ وَ مِ سُ لِكَ اليَوْ هُ يفِ ذَ َّ ةً لَـمْ يَرضُ وَ جْ اتٍ عَ ـرَ ـمَ بْعَ تَ مٍ سَ وْ  .متفق عليه. »يَ

“谁在早上吃了七颗阿吉沃枣，那么，在那一天中任何

毒物与魔术都不能伤害到他。” 3F

①
 

-椰枣的益处： 

椰枣能强壮肝脏，使本性温和，降低血压。它是身体所

需营养最多的果实，丰富的糖份，空着肚子吃椰枣可以杀死

蠕虫，它是一种水果、是营养品、是药品和糕点。 

-吃陈年的椰枣者，应当检查，并去除其中的蛀虫。 

-所有被禁止食用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其中三种动物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4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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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人类。没有灵魂的爬行动物，如各种爬虫，但产于不洁

的爬虫另外，如蟑螂，它是肮脏的，不论活的还是死的。经

常伴随着人们的，如猫与驴，但狗除外。 

-被禁止食用的飞禽野兽： 

所有被法律明文规定为肮脏的动物，如：家驴，猪。 

或被法律明文规定为肮脏种类的动物，如：一切有犬齿

的与有爪子的飞禽野兽。 

或其肮脏是众所周知的，如：老鼠，爬虫。 

或其肮脏是偶然的，如：吃粪便的动物。 

或法律命令杀死的，如：蛇，蝎子；或法律禁止杀死的，

如：戴胜鸟，雀鹰，青蛙，蚂蚁，蜜蜂等。 

或众所周知吃尸体的动物，如：兀鹰，秃鹰，乌鸦。 

或产于合法与非法的动物，如：骡子（母马与公驴交配

而生的）。 

或死物或被拒绝的（既没有提念真主的尊名而被宰杀的

动物）。 

或法律禁止食用的，如：侵占的，偷盗的。 

-被禁止的猛兽： 

禁止吃一切以犬齿捕食的动物，如：狮子，老虎，狼，

大象，豹子，狗，狐狸，猪，豺狗，猫，鳄鱼，乌龟，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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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猴子等，但鬣狗例外，它是允许吃的。 

-被禁止的飞禽： 

禁止以爪子捕食的飞禽，如：鹫，苍鹰，茶隼，鸢，雀

鹞，秃鹰，猫头鹰等。 

也禁止一切吃尸体和粪肥的鸟类，如：兀鹰，乌鸦，秃

鹰，戴胜鸟和燕子等。 

-允许食用的飞禽走兽：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及类似的动物之外，所有陆地

上的动物都是允许吃的。允许吃的家禽：骆驼，牛和羊；也

允许吃野驴，马，鬣狗，蜥蜴，野牛，羚羊，白羚羊，兔子，

长颈鹿，以及其它的野兽。但以犬齿捕食的动物例外，因为

它是被禁止的。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及类似的鸟类之外，所有的鸟

类都是允许吃的。允许吃的鸟类，如：鸡，鸭，鹅，鸽子，

鸵鸟，麻雀，夜莺，孔雀和野鸽子等。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سُ ى رَ ـهَ نَ ^ نَ لِّ ذِي نَابٍ مِ نْ كُ عَ
 ِ نَ الطَّريْ لَبٍ مِ ـخْ لِّ ذِي مِ نْ كُ عَ ، وَ بَاعِ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سِّ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吃一切以

犬齿和爪子捕食的飞禽走兽。” 4F

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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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都是允许吃的，不论大小，

也没有例外，它们都是合法的，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٩٦/املائدة[

【[96]海里的动物和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可以供

你们和旅行者享受。】 5F

①
 

-禁止吃的食物：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R Q P Z(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١٢١ /األنعام[

【[121]你们不要吃那未诵真主之名而宰的，那确是犯

罪。】 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  .  /  0  1  2   3 4  5   9 8 7 6

 . ]٣/املائدة[    ): ; > = < ? @

【[3]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

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觝死的、野兽吃剩

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然可吃；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

                                                        
①
《筵席章》第 96节 

②
《牲畜章》第 1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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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的；禁止你们求签，那是罪恶。】
①
  

-从活着的家禽身上割下的不允许吃。 

-合法的死物和血液： 

除了两种之外，其余的死物与流出的血液都是被禁止的，

不允许吃，根据正确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ولُ اهللا  سُ ا املَيْتَتَانِ «: ^قال رَ ، أَمَّ انِ مَ دَ يْتَتَانِ وَ لَّتْ لَنَا مَ ، : أُحِ ادُ ـرَ اجلَ وتُ وَ فَاحلُ
انِ  مَ ا الـدَّ أَمَّ الُ : وَ الطِّحَ بِدُ وَ الكَ  .أخرجه أمحد وابن ماجه. »فَ

“两种死物和两种血对我们都是合法的，至于两种死物：

就是鱼和蝗虫；至于两种血：就是肝和脾。” 8F

②
 

-给食物上涂油脂的断法： 

脂肪、油和明胶添加到食物和甜点等食品上，不论是取

自于植物，并没有掺杂肮脏的东西，那么，它就属于合法的；

如果它是取自于动物，那么，它就属于被禁止，就像猪油，

或死物的油，这都是被禁止的。 

如果它是取自于允许吃的动物，是根据法律的途径屠宰

的，并且没有掺杂肮脏的东西，那么，它就属于合法的；否

则，都是被禁止的。 

 
                                                        
①
《筵席章》第 3节 

②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5723 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正确丛书》第

1118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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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粪动物的断法： 

吃粪便的家畜、或鸡、或其它动物，即：大多数都是用

肮脏的东西喂养的，那么，禁止吃其肉，喝其牛奶，吃其蛋，

直到停止用肮脏的饲料，然后改用干净的饲料，那么，才能

相信它是洁净的。 

-何时允许吃被禁止的食物： 

谁被迫吃被禁止的、无毒的食物，那么，允许他从中吃

一点维持生命。 

清高的真主说： 

̀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_  ̂ ] \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١٧٣/ البقرة[ . 

【[١73]他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

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

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

慈的。】 9F

①
 

-酒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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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رٍ «: ق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لنبي  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عن -١ سْ لُّ مُ كُ ْرٌ وَ كِرٍ مخَ سْ لُّ مُ كُ

                                                        
①
《黄牛章》第 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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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مٌ  رَ  .أخرجه مسلم. »حَ

“所有醉人的都属于酒，所有醉人的都是被禁止的。” 10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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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 قـ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لنبي عنـه  وعن عمـر ريض اهللا -٢ اليَـوْ نُ بِاهللا وَ مِ ؤْ انَ يُ نْ كَ مَ
رُ  ـمْ ا اخلَ يْـهَ لَ ارُ عَ دَ ةٍ يُ ائِدَ ىلَ مَ نَّ عَ دَ عُ ـقْ ـرِ فَال يَ  .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رتمذي. »اآلخِ

“谁信仰真主，相信末日，让他不要坐在酒桌上。” 11F

②
 

-饮酒者所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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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رٍ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ل : نهام قال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 -١ سْ لُّ مُ كُ ، وَ رٌ ـمْ كِرٍ خَ سْ لُّ مُ كُ
ةِ  رَ ا يفِ اآلخِ ـهَ بْ َ ، لَـمْ يَرشْ تُبْ ا، لَـمْ يَ نُـهَ مِ دْ وَ يُ هُ تَ وَ امَ يَا فَ نْ رَ يفِ الدُّ ـمْ بَ اخلَ ِ نْ رشَ مَ ، وَ امٌ رَ . »حَ

 .متفق عليه

“所有醉人的都属于酒，所有醉人的都是被禁止的；在

今世饮酒者，死而无悔者，后世便不得饮酒。” 12F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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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03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5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

第 2801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57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03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12 
 

ىلَ اهللا «: ق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جاب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٢ ، إنَّ عَ امٌ رَ كِرٍ حَ سْ لُّ مُ كُ
بَالِ  نْ طِينَةِ اخلَ يَـهُ مِ قِ كِرَ أَنْ يَسْ بُ املُسْ َ نْ يَرشْ مَ داً لـِ هْ لَّ عَ جَ زَّ وَ ا» عَ الُوْ ولَ اهللا: قَ سُ ا رَ ا : يَ مَ وَ

الَ طِ  ؟ قَ بَالِ لِ النَّارِ «: ينَةُ اخلَ ةُ أَهْ ارَ صَ ، أَوْ عُ لِ النَّارِ قُ أهْ رَ  .أخرجه مسلم. »عَ

“所有的酒都是被禁止的，伟大尊严的真主与饮酒者结

约：让其饮用‘推奈图勒海巴黎’。”他们问：“主的使者啊！

‘推奈图勒海巴黎’是什么呢？”使者说：“火狱居民的汗水，

或火狱居民的脓汁。” 13F

①
 

-因酒而受到诅咒的人：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سُ نَ رَ ةً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لَعَ َ رشْ رِ عَ ـمْ : يفِ اخلَ
ا،  هَ ائِعَ بَ ا، وَ اقِيَـهَ سَ ، وَ ولَةَ إلَيْـهِ ـمُ املَـحْ ا، وَ ـهَ لَ امِ حَ ا، وَ ـهَ بَ ارِ شَ ا، وَ هَ َ تَرصِ عْ مُ ا، وَ هَ َ ارصِ عَ

اةَ لَـهُ  َ رتَ املُشْ ا، وَ ي لَـهَ ِ رتَ املُشْ ا، وَ هَ نـِ مَ آكِلَ ثَ  أخرجه الرت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وَ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诅咒十种与酒

有关的人：酿酒者，斟酒者，喝酒者，带酒者，运酒者，供

酒者，卖酒者，食其利者，买酒者与代买者。” 14F

②
 

-饮料：就是把椰枣、或葡萄干等类似的放到水里浸泡，

以此使水成为甘甜的，然后去掉盐分，只要没有沸腾，或没

有浸泡三天，那么，都是允许喝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02段 

②
优良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295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

圣训集》第 33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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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别人东西的断法： 

如果需要者经过果园，果园没有围墙，也没有看管者，

那么，他可以免费地吃树上的水果，或掉下来的水果，但不

能带走。 

并非需要而拿取者，必须交纳双倍的罚赎和处罚。 

-使用被禁止的器皿吃喝的断法： 

禁止使用金银器皿吃喝，或禁止使用镀金或镀银的器皿

吃喝，这对男人与女人的断法是相同的，汲取非法营养的身

体不能进入天堂，他的祈祷也不会被应答。 

-如果苍蝇落入器皿里，按照圣行做法：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ءِ «: ق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بَابُ يفِ إنَ عَ الذُّ قَ ا وَ إذَ
إنَّ  هُ فَ حْ ـهُ ثُمَّ لْيَطْرَ لَّ هُ كُ سْ مِ يَـغْ لْ مْ فَ كُ دِ اءً  أَحَ رِ دَ يفِ اآلخَ اءً وَ فَ يْـهِ شِ نَاحَ  جَ دَ أخرجه  .»يفِ إحْ

 .البخاري

“如果苍蝇落入你们某人的器皿里，那么，让他将其全

身浸入，然后让他把它扔掉；的确，在它的一只翅膀上有治

疗，在它的另一只翅膀上有病菌。” 15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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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 

-屠宰：宰杀或屠宰陆地上的可食用的动物，割断咽

喉和食道，以及两个颈静脉，或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不可能

宰杀的牲口，就像逃跑的牲口等等。 

-宰牲的形式： 

按照圣行，宰骆驼时应适当地站在骆驼的左前腿旁，用

锋利的匕首之辞它的咽喉，就是在其颈部和胸部之间低洼的

地方。宰牛，羊，或其它的牲畜时，让它躺在左侧，用刀子

宰之。禁止把牲畜当做射击的目标。 

宰胎糕就等于宰其母。如果胎糕取出来时还是活的，那

么，只有屠宰后才允许吃。 

-正确的宰牲条件： 

-屠宰的人：是理智健全的穆斯林，或理智健全的有经

典者，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允许醉酒者、疯子、以及

卡费尔宰牲。 

-工具：除了牙齿和指甲之外，允许用所有锋利的铁器

宰牲。 

-割断咽喉和食道使血流出。完美的宰牲：割断咽喉和

食道，以及两个颈静脉。 

-宰牲时说：“凭着真主的尊名，真主至大—— اهللا، واهللا باسم 

如果因为疏忽，并非故意地忘记了这句话，那么，允许。”َأْكبَـ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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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所宰的牲畜。 

-不要因为真主的权力而非法地捕猎，如：在禁地捕猎，

或受着戒捕猎。 

-死亡的种类： 

所有死于窒息，或砸头，或电击，或闷入热水中，或煤

气中毒的，都是被禁止的，不允许吃的。因为在这些情况下

死亡的牲畜，其血都积存在肉里，如果人吃了这种肉，就会

受到伤害；并且其死亡的方式违背了圣行，它就像自死的牲

畜一样。 

-有经典的人所宰牲的断法： 

-有经典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所宰的牲是合法的，允许

吃的。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 ° ± µ ´ ³ ²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 « ª
 ]. ٥/املائدة[ )¶ ¸ ¹

【[5]今天，准许你们吃一切佳美的食物；曾受天经者的

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是合法

的。】 16F

①
  

-如果穆斯林知道有经典的人所宰的牲，并不是根据法

律的途径去宰的，就像是窒息或电击而死的，那么，不允许

吃他们所宰的牲。至于没有经典的否认主的人所宰的牲，统

                                                        
①
《筵席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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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能吃。 

-无法屠宰的牲畜： 

捕猎，或在狩猎中动物的身上任何一处受了伤，均属无

法屠宰的。无故杀牲，并非受益，是被禁止的。 

-穆斯林何时能吃有经典的人所宰的牲？： 

如果穆斯林知道有经典的人在而宰牲时提念了真主的尊

名，那么，允许他吃他们所宰的牲；如果他知道有经典的人

在而宰牲时没有提念了真主的尊名，那么，不允许他吃。但

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允许他吃，因为它原本是合法的。

没有必要去询问或查询如何屠宰的，但最好不要询问，也不

要查询。 

-除了鱼和蝗虫，禁止吃一切有能力屠宰而没有宰的牲

畜。所有只生活在水里的动物，不宰也都是允许吃的。 

-吃捕获动物的断法： 

允许吃的陆地上的动物和飞禽，只有根据两个条件才允

许吃： 

屠宰；宰时提念真主的尊名。 

-为他人宰牲的断法： 

谁屠宰允许吃的牲畜或其它的动物，并以此为某亡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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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便亡人获得施舍的回赐，这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

宰牲是为了尊重这个亡人，或者是为了接近亡人，他就属于

举伴真主的人——最大的举伴，不允许他自己、也更不允许

其他的人吃这种肉。 

-宰牲时善待牲畜的方式： 

-屠宰骆驼和其它的动物，要用锋利的工具，不允许用

迟钝的工具屠宰，因为那属于对牲畜的折磨；宰牲时不允许

让它的配偶观看，因为那样会使动物感到恐惧；不要当着动

物的面磨刀；在动物死亡之前，不允许砍断被宰牲畜的脖子，

或扒它的皮，或砍断它的某一肢体。 

善达迪·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里背记了两句话，

他说： 
: قـ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سول اهللا  ثنتان حفظتهام عن: عن شداد بن أو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تُـمْ « ـحْ بَ ا ذَ إذَ ، وَ ةَ تْلَ ا القِ نُوْ سِ أَحْ تُـمْ فَ تَلْ ا قَ إذَ ، فَ ءٍ ْ لِّ يشَ ىلَ كُ انَ عَ سَ تَـبَ اإلحْ إنَّ اهللا كَ
نُو سِ أَحْ تَـهُ فَ بِيحَ حْ ذَ ِ لْريُ ـهُ فَ تَ رَ فْ مْ شَ كُ دُ دَّ أَحَ لْيُـحِ ، وَ ـحَ بْ  .أخرجه مسلم .»ا الذَّ

“真主规定当善待万物，你们对犯人执行死刑时，当选

择最好的方法；你们宰牲时，也当选择最好的方法，你们当

磨快刀，当宰的轻快。” 17F

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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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牲时对着朝向、在泰斯米之后加上大赞词为嘉行。

在宰时应说： 

» ُ ربَ اهللا أَكْ مِ اهللا وَ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بِاسْ

“凭着真主的尊名，真主至大。” 18F

①
 

捕猎： 

-捕猎：追捕合法的野生动物，不属于被拥有的，也

不属于被掌管的，用强有力的工具猎捕它。 

-捕猎的断法： 

除了在禁地内禁止捕猎，以及禁止受戒者猎捕陆地上的

动物之外，捕猎原本是允许的。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٩٦/املائدة[  )- . / 0 1 2 3 4 5 6 7

【[96]海里的动物和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可以供

你们和旅行者享受。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要

猎取飞禽走兽，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将被集合在他那里

的主。】 19F

②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810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21段 

②
《筵席章》第 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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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猎的情况： 

猎捕和抓获受伤的动物分为两件事： 

第一：捕获后还是平安地活着的，这种情况必须根据法

律屠宰的方法去宰。 

第二：捕获时被杀，或者是活的但不稳定，这种情况，

根据猎捕的条件来解决。 

-合法猎捕的条件： 

合法的猎捕需要以下条件： 

-捕猎者应是成年的、或有辨别能力的穆斯林、或有经

典的人。 

-工具。它分为两种： 

第一：导致流血的锋利的工具，但牙齿和指甲例外。第

二：猛禽与猎狗，被其杀死的猎物也是允许吃的，即使是被

训练的，如：猎狗，茶隼。 

-放出猎狗或茶隼捕猎。 

-在放出猎狗或茶隼时说泰斯米；如果因为疏忽并非故

意地忘记了泰斯米，那么，允许吃所捕获的猎物。 

-必须是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捕猎；受戒者与在禁地捕

猎，都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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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狗的断法： 

禁止养狗，因为它是吓唬人，阻止天使进入的因素；又

因为它是不洁的、肮脏的。养狗的人每天损失两个基拉特的

报酬，但猎犬、或看牲畜、或庄园的狗例外，允许因为需要

和利益而养狗。 

-如果猎狗捕获了猎物，或用嘴咬住猎物，没有必要把

猎物洗七遍；因为猎狗捕获是基于便利。  

-如果抛出无羽箭，就像棍子等类似的东西，如果击中

了猎物，可以吃；但如果猎物病的快要死了，然后在被击中

之后就死掉了，那么，不允许吃。 

-玩弄猎物的断法： 

嬉戏、玩弄地抓捕猎物：就像捕获猎物，并将其抛弃，

无利于他自己，也无利于其他的人，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因为他没有必要的浪费金钱和杀害生命。 

-在捕获飞禽或动物时流出的血，或者是在其死亡之前

被屠宰时流出的血，均属于肮脏的，禁止以此获利。 

-使用偷盗或强占来的工具捕获的猎物是合法的，但捕

获者是犯罪的人。  

-完全抛弃礼拜者所捕获的猎物，或所宰的牲不可以

吃，因为他属于否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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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以鸟类取乐的断法： 

猎捕或抓捕猎物是为了儿童取乐是允许的，但必须监管

孩子不要伤害了猎物，或者是不要忽视了猎物，让其挨饿。 

-禁止用武器指示，类似受保护的人，不论是认真的，

还是开玩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