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礼拜 

 [中文 – Chinese –   صي� [

 

 
 

穆罕默德·本·伊布拉欣·艾勒图外吉利 

  

 

翻译: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穆士奎 

 

校正: 李霞 

 
 

 

2011 - 1432 

 

http://www.islamhouse.com/�


 

 

  ﴾جلماعــة  صالة﴿
 « باللغة جلصينية »

 

 

 مد  ن  بنرتيم  ن  بد  ت  تلو�ري

 

 

 

  مب  عبد جهللا محد بن عبد جهللا جلصي�:رمجة

  ل �شنغ شيآ ممججعة:
 

 

2011 - 1432 

 

http://www.islamhouse.com/�


3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集体礼拜合法性的哲理： 

集体礼拜是伊斯兰伟大的特征之一，就像众天使叩拜真

主的班次，纪律严明的军队，它是人们之间互相喜爱、互相

了解，互相怜悯，互相关怀的因素，体现了穆斯林的强大、

力量和一体化。 

-穆斯林最伟大的聚会： 

伟大的真主为穆斯林在特定的时间规定了聚会：其中有

每昼夜多次聚会的，如五番主命拜；有每周聚会一次的，如

主麻拜；有在一年中聚会两次的，如在每个地区的两个节日

拜；其中有对广大穆斯林每年聚会一次的，如阿拉法特山聚

会；其中还有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聚会的，如求雨拜与日食月

食拜。 

-集体礼拜的断法： 

对于每一位成年的、有能力的穆斯林男子，都必须参加

每昼夜的五番集体礼拜，不论是居家还是旅行，也不论是在

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在恐惧的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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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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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النساء/  )7 8 9 : ; >

【[102]当你在他们之间，而你欲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

，教他们中的一队人同你立正，并教他们携带武器。当他们

礼拜的时候，叫另一队人防守在你们后面；然后，教还没有

礼拜的那一队人来同你礼拜，教他们也要谨慎戒备，并携带

武器。】 0F

①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ولَ اهللا - وعن أيب هريـ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2 سُ دْ  أَنَّ رَ هِ، لَقَ يسِ بِيَدِ فْ ي نَ الَّذِ الَ : «وَ  قَ

مَّ  ، ثُ مَّ النَّاسَ يَؤُ الً فَ جُ رَ رَ ا، ثُمَّ آمُ نَ هلََ ذَّ يُؤَ ةِ فَ الَ رَ بِالصَّ ، ثُمَّ آمُ طَبَ يُحْ طَبٍ فَ رَ بِحَ تُ أَنْ آمُ مْ َ مهَ

ظْامً  ِدُ عَ هُ جيَ مْ أنَّ هُ دُ لَمُ أَحَ عْ هِ لَوْ يَ يسِ بِيَدِ فْ ي نَ الَّذِ ، وَ ُمْ يُوهتَ مْ بُ يْهِ لَ قَ عَ رِّ أُحَ الٍ فَ جَ الِفَ إِىلَ رِ أُخَ

اءَ ».  دَ الْعِشَ هِ ِ لَشَ نَتَنيْ سَ ِ حَ اتَنيْ مَ رْ ينًا أَوْ مِ مِ متفق عليه. سَ

“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发誓，的确，我想命人给我拿来一

些干柴草，然后我命令人们来礼拜，当宣礼词念完之后，我

就命一个人带着大家礼拜，然后我去找那些没有来参加礼拜

                                                            
①
《妇女章》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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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并烧掉他们的房子，以掌握我的生命的主发誓，假若

他们某人要是知道他们来能得到一块带有一点肥肉的骨头，

或者是得到两个羊蹄子，他们一定会来参加宵礼!” 1F

①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有一个盲人来找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هُ - و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أَتَى النَّبِيَّ 3 ولَ اهللا إِنَّ سُ ا رَ الَ يَ قَ ى فَ مَ لٌ أَعْ جُ  رَ

ولَ اهللا  سُ أَلَ رَ ، فَسَ دِ جِ ودُينِ إِىلَ املَْسْ قُ ائِدٌ يَ يْسَ يلِ قَ ، لَ هُ صَ لَ خَّ يْتِهِ فَرَ َ يفِ بَ يلِّ يُصَ هُ فَ صَ لَ خِّ رَ  أَنْ يُ

اهُ  عَ ىلَّ دَ لَامَّ وَ ةِ » فَ الَ اءَ بِالصَّ عُ النِّدَ مَ لْ تَسْ الَ : «هَ قَ ،  فَ مْ الَ : نَعَ بْ »قَ أَجِ الَ : «فَ  . أخرجه مسلم.قَ

“主的使者啊！我没有向导带着我去清真寺。”他请求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允许他在自己的家中

礼拜，使者准许了他，当他转身离去时，使者喊住并对他说

：“你能听见礼拜的宣礼声吗？”他说：“是的。”使者说

：“你当应答（参加集体礼拜）。” 2F

② 

-在清真寺里参加集体礼拜的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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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64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651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6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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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ةَ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1 لُ صَ ضُ فْ ةِ تَ عَ ـامَ الةُ اجلَ  قال: «صَ

ةً ».  جَ رَ ينَ دَ ِ عِرشْ بْعٍ وَ ذِّ بِسَ  الفَ

“集体礼拜比单独礼拜优越二十七倍。”在另一传述中

提到： 

ةً » جَ رَ ينَ دَ ِ عِرشْ سٍ وَ ـمْ خَ . متفق عليه «بـِ

“优越二十五倍。” 3F

①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ى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و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2 شَ ، ثُمَّ مَ هِ يْتـِ رَ يفِ بَ نْ تَطَهَّ : «مَ

 ، طِيئَةً طُّ خَ ـحُ ـامَ تَ اهُ دَ اهُ إحْ تَ طْوَ انَتْ خَ ائِضِ اهللا، كَ رَ نْ فَ ةً مِ يضَ رِ يُوتِ اهللا، لِيَـقْيضِ فَ نْ بُ يْتٍ مِ إىلَ بَ

ةً ». جَ رَ عُ دَ فَ رْ  تَ رَ األُخْ  أخرجه مسلم وَ

“谁在自己的家中洗了完美的小净，然而步行去真主的

朝房中完成主命拜，他的两个脚步：一个能消除错误，另一

个能升高品级。” 4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45，64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649，6

50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6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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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دَّ أن النبي - و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3 ، أَعَ احَ دِ أَوْ رَ جِ ا إىلَ املَسْ دَ نْ غَ  قال: «مَ

احَ » ا أَوْ رَ دَ امَ غَ لَّ الً كَ زُ نَّةِ نُ . متفق عليه اهللا لَـهُ يفِ اجلَ

“谁早晨或晚上去清真寺里礼拜，真主就为谁在天堂中

准备一桌筵席，每当他早晚去清真寺的时候。” 5F

① 

-在哪里参加集体礼拜？： 

穆斯林最好是在自己生活区内的清真寺中礼主命拜，其

次是礼拜的人数最多的清真寺，再其次是更远的清真寺，但

禁寺、圣寺和远寺除外，因为在其中礼拜优越于其它的任何

清真寺。 

-

当伊玛目带着大家在清真寺中礼完拜之后，允许后来者在其

中再次成立集体礼拜。 

-

被封锁的人在同一座清真寺中礼拜属于嘉行，如果他们担心

集体礼拜会遭到敌人的伤害，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

在的地方礼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6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669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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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去清真寺的断法： 

允许女人去完全遮挡、并与男人隔开的清真寺中参加集

体礼拜。按照圣行，女人的集体礼拜应当与男人隔开，不论

她们的伊玛目是她们中的人，或者是男人，她们在晚上离开

比白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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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لِ إىلَ النبي 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عن  مْ بِاللَّ كُ اؤُ مْ نِسَ نَكُ تَأْذَ ا اسْ  قال: «إذَ
نَّ ».  نُوا لَـهُ أْذَ دِ فَ جِ  متفق عليه. املَسْ

“如果你们的妻室们在晚上要求去清真寺里，你们当允

许她们去。” 6F

① 

-最少人数的集体礼拜： 

最少人数的集体礼拜是两个人，每当人数增多，其拜功

就会增长，就会更受伟大尊严的真主喜爱。 

-单独礼拜，然后发现了集体礼拜的断法： 

谁在旅途中礼了主命拜，然后当他到达清真寺时，人们

正在礼拜，按照圣行，他应当同人们一起礼拜，这属于他的

副功拜。谁在某座清真寺中与伊玛目一起礼了拜，然后当他

到达另外一座清真寺时，发现人们正在礼拜，同样，他应当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86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4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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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一起礼拜，这属于他的副功拜。 

-

当主命拜成立时，只允许礼主命拜，如果谁正在礼副功拜，

那么，他应当轻快地完成副功拜，然后加入集体礼拜，以便

他能赶上入拜的大赞词。 

-不参加集体礼拜的断法： 

谁没有去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如果他因为特殊原因（

如疾病、恐惧等类似的），那么，他也能获得参加集体礼拜

者的赏赐；如果他是无故而单独礼的拜，那么，他的拜功正

确，但是他确失去巨大的赏赐，并且犯了大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