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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宣礼词：就是以特殊的记念词通告礼拜的时间已经进入

来崇拜真主。 

-宣礼是在迁徙的第一年成为定制的。 

-宣礼成为定制的哲理： 

-宣礼是告诉人们礼拜的时间已经进入，以及礼拜的地点，

号召人们去礼拜，因为在集体礼拜中有诸多裨益。 

-宣礼能唤醒疏忽者，提醒忘记者去礼拜——它是最伟大的

恩典，他能使仆人接近自己的养主，这就是成功。宣礼是对穆斯

林的邀请，以免他失去这种恩典。 

-成拜词：就是以特殊的记念词通告礼拜已经成立了来崇

拜真主。 

-宣礼词和成拜词的断法： 

无论居家还是旅行时，宣礼词和成拜词对于男人都是副主命。

宣礼词和成拜词仅仅是针对五次主命礼拜与主麻拜。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宣礼员有四人： 

比俩里·本·莱巴哈和阿姆鲁·本·温姆麦柯图慕（愿主喜

悦他俩）是麦地那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清真寺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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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礼员；赛阿德·艾勒格尔兑（愿主喜悦他）是古巴清真寺里的

宣礼员；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是麦加禁寺里的宣礼员。 

艾布麦哈汝尔重复念宣礼词，然后再念成拜词；比俩里不重

复念宣礼词，然后念成拜词。 

-宣礼词的贵重： 

按照圣行，宣礼员应高声念宣礼，无论是人类、或精灵，或

其它的，只要听到宣礼员的声音，都会在复生日为他作证的。他

的声音所到之处都为他求饶，无论是陆地上的，还是水里的都见

证听到了他的宣礼声，同时，他还有与他一起礼拜者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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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يفِ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١ ـمُ النَّاسُ مَ لَ ـعْ لَوْ يَ
وا ـمُ تَـهَ يْـهِ السْ لَ وا عَ ـمُ تَـهِ وا إالَّ أَنْ يَسْ دُ ـجِ ، ثُمَّ لَـمْ يَ لِ فِّ األَوَّ الصَّ اءِ وَ  .متفق عليه. »النِّدَ

“假如人们知道念宣礼词和站在第一班的优越性，他们只有

通过抽签才能获得它，那么他们一定会争先抽签。”0F

① 

-穆阿维耶·本·艾布苏福扬（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يقول 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ر: وعن معاوية بن أيب سفيان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٢
ةِ « يَامَ ومَ القِ نَاقاً يَ لُ النَّاسِ أَعْ نُونَ أَطْوَ ذِّ  .أخرجه مسلم .»املُؤَ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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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宣礼员们是脖子最长的人。”① 

-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宣礼词的各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比俩里（愿主喜悦他）在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时代所念的宣礼词，总共有十五句： 

1.真主至大 ١-  ُ ربَ  اهللاُ أَكْ

2.真主至大 ٢-  ُ ربَ  اهللاُ أَكْ

3.真主至大 3-  ُ ربَ  اهللاُ أَكْ

4.真主至大 4-  ُ ربَ  اهللاُ أَكْ

5.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ـهَ إالَّ اهللا -٥ دُ أَنْ ال إلَ هَ  أَشْ

6.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ـهَ  -6 دُ أَنْ ال إلَ 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7.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 

ولُ اهللا -٧ سُ داً رَ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أَشْ

8.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 

ولُ اهللا -8 سُ داً رَ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أَشْ

9.快来礼拜 ةِ   -  ٩ الَ ىلَ الصَّ يَّ عَ  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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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快来礼拜 10  -   ِة الَ ىلَ الصَّ يَّ عَ  حَ

11.快来成功 ح   -١١ الَ ىلَ الفَ يَّ عَ  حَ

12.快来成功 12-   ح الَ ىلَ الفَ يَّ عَ  حَ

13.真主至大 ١٣-  ُ ربَ  اهللاُ أَكْ

14.真主至大 14-  ُ ربَ  اهللاُ أَكْ

15.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的主宰。 2F

① 

ـهَ إالَّ اهللا -١٥  ال إلَ

-第二种方式：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念的宣礼词，

总共有十九句，首先是四个大赞词和反复地念两个作证词。 

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亲自教授我念宣礼词，他说： 

التأذين هو بنفسه  أَلقى عي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ن أيب حمذورة 
لْ «: فقال دُ أَنْ ال : قُ هَ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هَ ، أَشْ ُ ربَ ، اهللا أَكْ ُ ربَ ، اهللا أَكْ ُ ربَ ، اهللا أَكْ ُ ربَ اهللا أَكْ

دُ أَ  هَ ولُ اهللا، أَشْ سُ داً رَ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ولُ اهللا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سُ داً رَ ـمَّ ـحَ ] مرتني، مرتني[نَّ مُ
تِكَ : قال وْ نْ صَ دَّ مِ مُ عْ فَ جِ دُ : ثُمَّ ارْ هَ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هَ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هَ أَشْ

ىلَ  يَّ عَ ولُ اهللا، حَ سُ داً رَ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ولُ اهللا، أَشْ سُ داً رَ ـمَّ ـحَ ىلَ  أَنَّ مُ يَّ عَ الةِ، حَ الصَّ
،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 ربَ ، اهللا أَكْ ُ ربَ ، اهللا أَكْ الحِ ىلَ الفَ يَّ عَ ، حَ الحِ ىلَ الفَ يَّ عَ الةِ، حَ أخرجه  .»الصَّ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9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70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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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作证：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又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两遍两遍地念）他说：‘然后你

再重复拉长声音念：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

快来礼拜，快来成功，快来成功，真主至大，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者’。”① 

-第三种方式：例如前面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所

念的宣礼词，唯独不同的是开头的大赞词仅为两遍，总共有十七

句。② 

-第四种方式：除最后一句为单数外，其它的均为两遍，

总共有十三句。其依据是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

训》，他说： 

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سُ دِ رَ هْ ىلَ عَ انُ عَ انَ األَذَ ثْنَى،  كَ ثْنَى مَ مَ
، إالَّ أَنَّكَ تَقُولُ  ةً رَّ ةً مَ رَّ ةُ مَ امَ اإلقَ الةُ : وَ تِ الصَّ امَ دْ قَ ، قَ الةُ تِ الصَّ امَ دْ قَ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قَ

 .والنسائي

“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代，宣礼词都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192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3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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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念双的，成拜词念单的，但你当念‘拜功确已成立了，拜功确

已成立了’。”① 

-这所有的宣礼方式都属于圣行，为了保护圣行，如果不害

怕出现分歧，可以用这种方式念一遍宣礼词，也可以用那种方式

念一遍；在这个地方念这种方式的宣礼词，在那个地方念那种方

式的，复兴多样化的法定圣行。 

-宣礼员在晨礼宣礼词的“快来成功”之后增加一句： 

، نَ النَّومِ ٌ مِ ريْ الةُ خَ نَ النَّومِ  الصَّ ٌ مِ ريْ الةُ خَ   الصَّ

“礼拜比睡觉更好，礼拜比睡觉更好”，这是针对前面所提到

的各种方式的宣礼词。 

-宣礼词正确的条件： 

宣礼词应当在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后,按照顺序的、连续不断的

念。宣礼员应当是穆斯林、男子、诚实的、理智健全的、公正的、

成年的或者是具备辨别能力的。根据《圣训》中提到：宣礼词应

当用阿拉伯语，成拜词也是如此。 

-宣礼词中的圣行： 

按照圣行，应当提高声音诵念宣礼词，在念到“快来礼拜”

时向右转，在念到“快来成功”时向左转，有时把两个句子中的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0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628 段，原文出自《奈

沙伊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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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句子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圣训》明文提到的，按

照圣行，在念宣礼词中转动方向，即使是对着扩声器也罢！因为

那是法定的。 

-按照圣行，宣礼员应当是声音洪亮的、知道礼拜时间进入

的人，他应身带大小净、面对朝向地站着念宣礼词。在念宣礼词

时，要把两个食指放在两耳中，并当站在高处念宣礼词。  

-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后念宣礼词的断法： 

不允许、也不许可在五次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前念宣礼词。 

按照圣行，应在黎明前足够封斋者吃封斋饭的时间念宣礼，

因为他站着反复地念宣礼词，可以唤醒沉睡者，让礼夜间拜者以

威特尔拜结束自己的夜间拜。当黎明来临时，再为晨礼拜念宣礼

词。 

-听到宣礼声说什么： 

按照圣行，男女穆斯林在听到宣礼时应做的事项： 

-应说类似宣礼员所说的言词，以便他获得类似宣礼员所获

得的报酬，但当宣礼员念到“快来礼拜”和“快来成功”时则例

外，听者应当说： 

ةَ إالَّ بِا  وَّ الَ قُ لَ وَ وْ  . هللاالَ حَ

“无能为力，全凭真主的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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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礼结束之后，宣礼员和听者都应低声祝福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 

-按照圣行，在宣礼结束之后，听者应当说贾比尔·本·阿

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这段《圣训》，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يَ «: لقا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جابر بن عبداهللا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٣ الَ حِ نْ قَ مَ
اءَ  عُ النِّدَ مَ ةَ : يَسْ يلَ سِ داً الوَ ـمَّ ـحَ ، آتِ مُ ةِ ائمَ الةِ القَ الصَّ ، وَ ةِ ةِ التَّامَّ عوَ هِ الدَّ ذِ بَّ هَ ـمَّ رَ هُ اللَّ

ةِ  يَامَ ومَ القِ تِي يَ اعَ فَ لَّتْ لَـهُ شَ ، حَ ـهُ تَ دْ عَ ي وَ وداً الَّذِ ـمُ ـحْ اماً مَ قَ ثْهُ مَ عَ ابْ ، وَ ةَ يلَ ضِ الفَ . »وَ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当谁听见宣礼词时，他说：‘主啊！调养这个完美的召唤和

成立拜功的主啊！求您赐予穆罕默德天堂里的居所和高贵吧！求

您把他复生在您所许约他的受赞赏的地位吧！’那么，他在复生日

就可以获得我的说情。”6F

① 

-宣礼员念完两个作证词之后，听者应说以下记念词，塞阿

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يَ «: أنه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سعد بن أيب وقاص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الَ حِ نْ قَ مَ
نَ  ذِّ عُ املُؤَ مَ ، : يَسْ ولُـهُ سُ رَ هُ وَ بْدُ داً عَ ـمَّ ـحَ أَنَّ مُ ، وَ يكَ لَـهُ ِ هُ ال رشَ دَ حْ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وَ هَ أَشْ

بُـهُ  نْ رَ لَـهُ ذَ فِ المِ دِيناً، غُ بِاإلسْ والً وَ سُ دٍ رَ ـمَّ ـحَ بِمُ اً وَ بّ يتُ بِاهللا رَ ضِ  .  مسلمأخرجه . »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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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说：‘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我喜爱

真主为我的主宰，喜爱穆罕默德为我的先知，喜爱伊斯兰为我的

生活准绳’，那么，他的罪过都己得到了饶恕。”① 

-然后他可以任意地为自己祈福。 

-追随宣礼员的贵重：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 «: يقول النبي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أنه سمع  إذَ
ىلَ اهللا الةً صَ َّ صَ يلَ ىلَّ عَ نْ صَ هُ مَ إنَّ ، فَ َّ يلَ لُّوا عَ ، ثُمَّ صَ ـقُولُ ا يَ ثْلَ مَ ولُوا مِ قُ ، فَ نَ ذِّ تُـمُ املُؤَ عْ مِ  سَ

بْدٍ مِ  نْبَـغِي إالَّ لِعَ نَّةِ ال تَ لَةٌ يفِ اجلَ نْزِ َا مَ إهنَّ ، فَ ةَ يلَ سِ لُوا اهللا يلِ الوَ اً، ثُمَّ سَ رشْ ا عَ هَ يهِ بـِ لَ بَادِ عَ نْ عِ
ةُ  اعَ فَ لَّتْ لَـهُ الشَّ ةَ حَ يلَ سِ أَلَ يلِ الوَ نْ سَ مَ ، فَ وَ ا هُ ونَ أَنَ و أَنْ أَكُ جُ أَرْ  .أخرجه مسلم. »اهللا، وَ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该和宣礼员念的一

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谁祝福我一次，真主以此赐福他

十次；然后你们当向真主为我祈求媒介，那是天堂中的一个品级，

在真主的众仆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得，我希望我就是那个人，所

以谁为我祈求媒介，他在复生日将能得到我的说情。”8F

② 

-如果是把两拜聚集在一起礼者，或者是还补失去的主命拜

者，那么，他首先应先念一个宣礼词，然后为每次主命拜各念一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6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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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拜词。 

-如果是由于天气特别酷热而把晌礼延迟、或者是把宵礼延

迟到最贵重的时间。那么，按照圣行，如果是在旅行中，当他想

礼拜的时候，念宣礼词为最贵重的时间；如果他是居家者，在礼

拜的时间进入时念宣礼词为最贵。 

-谁最有资格优先念宣礼词： 

如果在清真寺里有两位、或更多的宣礼员为了宣礼而各不相

让，那么，声音最好的优先，其次是信仰和理智最好者优先，再

其次是清真寺中礼拜者选择的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可以通过

抓阄来解决；允许一座清真寺里有两位宣礼员。 

-宣礼词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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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بَ الةِ أَدْ ا نُودِيَ لِلْصَّ إذَ
تَّى ، حَ بَلَ اءُ أَقْ َ النِّدَ ا قُيضِ إذَ ، فَ عَ التَّأْذِينَ مَ تَّى ال يَسْ اطٌ حَ َ يْطَانُ لَـهُ رضُ الةِ  الشَّ بَ لِلصَّ ا ثُوِّ إذَ
ـقُولُ  ه يَ سِ فْ نَ ءِ وَ َ املَرْ طُرَ بَنيْ ـخْ تَّى يَ ، حَ بَلَ يبُ أَقْ َ التَّثْوِ ا قُيضِ تَّى إذَ ، حَ رَ بَ رْ : أَدْ كُ ا، اذْ ذَ رْ كَ كُ اذْ

ىلَّ  مْ صَ ي كَ رِ دْ لُ ال يَ جُ تَّى يَظَلَّ الرَّ ، حَ رُ كُ ذْ نْ يَ امَ لَـمْ يَكُ ا، لـِ ذَ  .متفق عليه. »كَ

“当宣礼员为礼拜而念宣礼词时，恶魔就屁滚尿流地逃之夭

夭，直至它听不到宣礼声才停下；当宣礼词结束之后，他就返回。

当成拜词念起时，他又逃之夭夭；当成拜词结束之后，它又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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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并穿梭在礼拜的人及其内心之间进行蛊惑，他说：‘你当记

起这件事，你当记起这件事。’让他想起以前想不起来的事，直到

那个礼拜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礼了多少拜。”① 

-主麻天的宣礼词是在伊玛目坐在演讲台上的时候开始念，

在欧斯曼（愿主喜悦他）执政期间，当时的穆斯林人数增多，于

是他在主麻天的宣礼词之前增加了第二次召唤，当时的众圣门弟

子（愿主喜悦他们）也都赞同此事。成拜词就成了第三次召唤。 

-宣礼员拿取报酬的断法： 

伊玛目不能拿取带人礼拜的报酬，宣礼员也不能拿取他念宣

礼词的报酬。但是允许他拿取国库中为各座清真寺里的伊玛目和

宣礼员颁发的工资，如果他是为了伟大尊严的真主而任职的话。 

-在宣礼员念宣礼词时进入清真寺者的断法： 

谁在进入清真寺时，宣礼员正在念宣礼，他最好跟随宣礼员，

在宣礼结束之后，他应向真主祈祷，然后他应在礼完两拜庆寺拜

之后再坐下。 

-在宣礼之后离开清真寺者的断法： 

如果宣礼员念了宣礼，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清真寺，除非是由

于病症、或重新洗小净等类似的因素。 

-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成拜词的各种方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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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拜词必须按照顺序的、连续不断的根据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进行： 

第一种方式：十一句。即：比俩里（愿主喜悦他）曾经在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面前所念的成拜词： 

١-  ، ُ ربَ ،  -٢اهللاُ أَكْ ُ ربَ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٣اهللاُ أَكْ هَ داً  - ٤أَشْ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أَشْ
ولُ اهللا،  سُ ةِ،  -٥رَ الَ ىلَ الصَّ يَّ عَ ،  - ٦حَ حِ الَ ىلَ الفَ يَّ عَ ،  -٧حَ الةُ تِ الصَّ امَ دْ قَ دْ  -٨قَ قَ

 ، الةُ تِ الصَّ امَ ،  -٩قَ ُ ربَ ،  -٠١اهللاُ أَكْ ُ ربَ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١١اهللاُ أَكْ

“1-真主至大，2-真主至大，3-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者，4-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5-快来礼

拜，6-快来成功，7-拜功已经成立了，8-拜功已经成立了，9-真

主至大，10-真主至大，11-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10F

① 

第二种方式：十七句。艾布麦哈汝尔（愿主喜悦他）所念

的成拜词： 

التكبري أربعاً، والتشهدان أربعاً، واحليعلتان أربعاً، وقد قامت الصالة مرتني،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والتكبري مرتني، و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مرة

“大赞词四遍，作证词四遍，两句快来四遍，拜功已经成立

两遍，真主至大两遍，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一遍。”11F

② 

第三种方式：十句。它就是： 

                                                        
①
正确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9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2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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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  ولُ اهللا، حَ سُ داً رَ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أَشْ هَ ، أَشْ ُ ربَ ، اهللا أَكْ ُ ربَ اهللا أَكْ
، الَ إلَـهَ إالَّ   ُ ربَ ، اهللا أَكْ الةُ تِ الصَّ امَ دْ قَ ، قَ الةُ تِ الصَّ امَ دْ قَ ، قَ حِ الَ ىلَ الفَ يَّ عَ ةِ، حَ الَ ىلَ الصَّ عَ

 .اهللا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快来成

功，拜功已经成立了，拜功已经成立了，真主至大，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12F

① 

-为了保护和复兴圣行的多样化，如果不害怕出现分歧，这

次可以用这种方式念，下次可以用那种方式念。 

-在宣礼和成拜词之间，按照圣行是向真主祈求，礼拜，记

念真主和诵读《古兰经》。 

-在念宣礼词、成拜词、礼拜、或演讲时，根据需要允许使

用扩音器。如果会带来伤害，或干扰时，应取掉。 

-谁念宣礼词与成拜词： 

按照圣行可以委任一位男子念宣礼词与成拜词，宣礼员负责

念宣礼词，伊玛目负责念成拜词。宣礼员只有根据伊玛目的指示、

或眼神、或站立等才能起身念成拜词。 

-按照圣行，宣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单念，唯独大赞词例

外，两句并为一句；有时每句都是单念，听者也是同样回答。至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0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6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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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拜词，并没有来自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证据

说明听到成拜词的人要回答。 

-谁念宣礼词与成拜词： 

根据正确的《圣训》记载，如果是在严寒、或大雨磅礴之夜、

以及类似这两种的情况下，宣礼员在两句快来或者是在宣礼之后

说： 

لُّوا يفِ ال الِ أَالَ صَ حَ  . تفق عليهمرِّ

“真的，你们当在家中礼拜。” 13F

① 

或者说： 

مْ : أو يقول يُوتِكُ لُّوا يفِ بُ  . متفق عليه صَ

“你们当在家中礼拜。” 14F

② 

为了复兴圣行，他可以这样做一次，那样做一次。 

谁喜爱参加集体礼拜，就为其规定参加集体礼拜，即使是承

担法律责任的也罢！ 

-在旅行中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断法： 

马立克·本·侯外莱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传述，

他说：曾有两个想旅行的人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9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90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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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ريدان السفر  أتى رجالن النبي : الك بن احلويرث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ن م
امَ «: فقال النبي  كُ ُ ربَ امَ أَكْ كُ مَّ ، ثُمَّ لِيَؤُ ا، ثُمَّ أَقِيامَ نَ أَذِّ تُـامَ فَ جْ رَ تُـامَ خَ ا أَنْ  .متفق عليه. »إذَ

“如果你俩外出，你俩要念宣礼词和成拜词，然后要让你俩

中年龄大的人领拜。” 15F

① 

-为礼拜而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断法： 

为礼拜而念宣礼词与成拜词的合法性有四种状况： 

-有宣礼词和成拜词的礼拜：每昼夜的五次礼拜和主麻拜。 

-有成拜词而没有宣礼词的礼拜：就是并到它之前的礼拜，

也就是已经完成的拜功。 

-具有特殊呼唤词的礼拜：日食拜和月食拜。 

-没有宣礼词也没有成拜词的礼拜：例如副功拜、殡礼、两

节日拜和求雨拜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74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