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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t、特伊斯主事各部A桔

《古主》勻《至tJlI»

中的析榜祠

賽伊德﹒阿里﹒外海夫﹒格哈托尼著

卅賽航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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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勻《歪切II» 中的祈禱洞

賽伊德﹒阿里﹒外海夫，格哈托尼

譯者:卅賽.$

甘肅l描夏市前河沿清真寺教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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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至仁至的安拉之尊名

序吉

一切贊頌全蚵安控，他混z “你說: '你們可以草草他

均其主，也可以單位他均至仁主，因均他有件多被忱笑的

名哥，你們完拾用什么名哥赫呼他， (都是很好的)"0 u你

在拜中不要商戶朗誦，也不要做戶默麓，你鹿三告哥求一

象造中的道路九你現z “一切贊頌，全阻安拉!他沒有

收莽JL女，設有同他共享固校的，設有均兔卑賤而坡的

輔助者，你座~贊頌他的尊大."說福安他的使者一一人

獎的楷模，及其眷厲和差盯弟子的，以及遵循他們的正

道的人，直到靈活日.

祈禱是寺蚵于安拉的一件功告，因此他吐踐的祈求

他，而他的使者不但投吐我們竟意地活看，而且教錯我

們i午多持筒，并指辱我們念最完美，最好的.有些人均

了在得到善賞，故故不倦地舟功，他們自以先是在做善

功，其裳，他們是使費完酬的。因方走錯了方向，正如

格吉所混z “ i年多尋善賞者，只有自辛苦"怎么不是呢?

他們背高了《古主銓》勾畫洲的指辱，沉洒于自己的精

濃行均之中，直至淚入了歧途而不自覺000

但是安拉財方物的規律句仁慈之一便是，只要人們

磁杯，就金出現一+教n軍兵者:只要人們完知，就全

出現-1-知i:R分子.飾赫﹒賽伊德﹒本﹒阿力便是其中

一員，他]A(古主詮》勻《蓋1)11)中摘棄了在今后兩世



中財穆斯林相當重要的詩詞，并題命~(穆斯林的堡金》

〈凰安控替「大穆斯林回觸他)，由于它在穆斯林生活中

的重大作用，利雅德高蓋地的慈善企並要求我們把它翻

埠成中文.所以l描夏市前河沿清真寺教勢赴的成員承扭

i!:項任勢，它的主要譯者是忱秀的弟兄肘賽怨﹒本﹒卅

哈雅視他順利，蜴他幸福.

最后折求安拉以它使f大穆斯林受益.

艾布﹒阿西亞

序于伊肪 1420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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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譯者序

《古主、至vII中的祈禱洞》一祠，是賽伊德﹒本﹒阿

里﹒外海夫﹒格哈托尼JA他的著作《古笠、至vII中的記

主甸、折禱祠和治fi法》一銓中捍逃出的部分常用的記

主、祈禱淘.全有共捍截了一百三十二↑方面的二百六

十七段氾主祈禱呵。iJd: 札拜、聽札念向:造出家、清

真寺念向:求妒折持向:旅行念謂:朝觀等方面的念

涓..... •

氾主、祈禱伺(俗都嘟哇〉是氾念贊頌清高的真主

以及向真主祈福避福、求魄、赦膚、說情及其裝得真主

的喜說，在得兩世吉皮和成功的途徑。祈求真主是穆斯

林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高的其主混z

“故你們至2氾把我， (你們記但我， )我就迫把你們 0"((古

主銓» 2: 152) 又說:“你們要祈禱我，我就座答你們。"

«古竺詮» 40:60) 又況:“常氾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己

方他們預各了赦育和重大的撤酬。" «古主控» 33:35)

做方一名穆斯林，每肘每刻都金過到上述伺題，都

在渴望得到真主在《古竺詮》中方我們所詐約的撤酬，

方了得到遠些我們就要多贊念真主。所以，方了解抉穆

斯林同胞不懂阿語或只金i幸而不知其意的述↑現狀，我

i式著特它埠出，并編輯整理方中阿財照本，以這座各小

屋吹的穆斯林同胞掌司、使用。

5



此有中的記主、祈禱祠，全部出自于《古主銓》和

正碗的《蚤切阱。其中每哲原文之后都附有主\111搜集人。

譯文求簡略計，但用一字代表之.見于一家者，用其姓

名的首字代表，井加以括哥，出現的故數較少的特述、

搜集人，就穹出了他的全名，即說明如下:

(布〉指布哈里、(穆〉指穆斯林、(艾)指艾布垃

吾醬、(缺〉指敏密詐、(奈〉指奈fiJI..、(苟〉指耳力克、

〈伊〉指伊布耳哲、<i在)指站永蓋因尼、〈愛〉指愛罕

穆德、(哈〉指哈克目。

(2) 指布哈里、穆斯林主vll~最。

(3) 指艾布述吾德、奈fiJ(、缺密許至vii集。

(4) 指艾布迷吾德、奈1JiJ(、缺密濟、伊本耳哲主

制|集:﹒

由于揮者水平有限，在璋的注程中雄兔有遺漏及不

要之赴，首先，祈求安拉的惋恕，其故清各地師長、同

莘學友及f大穆斯林瑋者不吝予以批押、指正，以便再

版肘加以更正、修改。

最后，祈求安拉一我們的主宰.借此宋轉益f大穆

斯林，井使我的述一半劫成方他喜銳的鈍善工作，

阿米乃!

埠者z 卅賽氯

于公元一九九九年古示邦哲



清高的真主混z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他們的主持因

他們的信仰而引尋他們:他們特安居下l描渚祠的幸福因

中.他們在原因中折禱洞是f我們的主!我們贊美你，.

他們在~回中的祝洞是 4平安，.他們最后的祈禱是: t一

切贊頌全但真主一余世界的主0' (10:9-10)

華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作者前實

一切贊頌，全阻安拉.我們贊頌他，求安拉襄助和

恕魄，求主使我們兔道自身之惡和各科惡曳的工作.安

拉所引辱者，誰也完法使他迷淚:安拉所迷淚者，權也

不能引辱他正路.我作証z 除安拉外，絕充血受崇拜的.

租一元偶.我又作証: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每使者

m主賜予我們的主人穆罕默德及其眷屬和至f1弟子的，

以及遵循他的正道的人幸福和平安，直至踅活曰o •

述本筒草的小朋子，迫自我的著作《古竺、至切|中

的氾主甸、折轉河和治?于法)，其中我只筒捕了《氾主伺》

述部分，以供旅行肘便于揖帶.

書記只限于持造iC主祠的明文.方了更摘錄其何，持

原文赴只略提一、二兩段e 想更避一步了解至1'1弟子的

氾主筒、原文及出赴者，皮去參考原薯。我以安拉的所

有美名和崇高的德性祈求安拉，使我的遠項工作成均虔

7



城均主，并在今后兩世即有益于我，也有益于周按此有、

印刷此有、特播此苦的人-{flo 安拉是我的且在妒者，他玉

所不能。思主賜福我們的差人穆罕默德及其眷厲、至1'1

弟子們以反遵循他的正道的人幸福和平安，直至末日.

編者于固肪 1409 年 2 月

ic主的忱越

清高的真主視:“故你們對記把我， (你們迫把我)，

我就迫把你們:你們對感謝我:不要辜負我。" (2: 152)
“信士的啊!你們鹿三且常常記念真主。" (33:41) “常記

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己方他們預各了赦者和重大的扳

酬0" (33:35) “你對朝夕恭敬而恐慎地氾念你的主，鹿

三首低Jfi贊頌他，你不要疏忽 0" (7:205)

穆至2臣說:“氾主和不氾主的人，就如括人和死人。"

又說z “我告訴一件最好的工作，它在其主關前最鈍泊、

品級最高，比施舍金餵更好，比勻散人拼搏作晶更強的

工作，好呵? "他們說:“好啊1" 穆圭※說:“那就是記

念真主。"※穆至又說:“清高的真主說: t我勻仆民的猜

測悶在;~他氾念我肘，我勾他同在F 如果他在心里記

念我，我也在心中氾念他:若他在人群中記念我肘，我

便在更好的人群(天使)中記念他 4如果他近我一寸，

我就近他一尺:他近我一尺，我就近他一丈:如果人步

行向我走來，我便快速向他跑去'。"

阿布頓拉﹒本﹒布斯示的待述:一+人說:主的使

者啊!伊斯主的教律封我未混太鱉朵了，清你告訴我重



耍的一件，我堅持奉行。穆至※說:“肘肘氾主，不可松

懈。"

又說:“堆揍了安拉的控典中的一↑字母，就可得到

一件善功，一件善功有十倍的回賜。我不說: I艾里夫，

倆目、米目，是一小字母，而 4艾里夫，是一+字母，

4倆白，是一小字母， 4米自 F 是一令字母。"

揖伍格自﹒本﹒阿米勒的持述:我們正在涼棚里，

安拉的使者※未見我們，他說:“你們堆原意每天早上到

郊區的 4布土罕F 和 4阿蛤格，山川，然后得到兩峰高

峰駝，即不犯罪，又沒斷絕骨肉? "大家混z “主的使者

啊!拉伯都原意。"穆是※視z “每天早晨到清真寺學耳

或面瑋商管安拉的短文，不比兩峰站蛇更好呵?三哲鎧

文比三峰駱駝更好，四可言鎧文比四峰站駝更好，學的越

多，回賜越大。"

穆圭※又說:“權坐在一令地方而未氾念安拉，那么，

他己息慢了封安拉的Jl..勢:推銷在一+地方而未記念安

拉，那么，他已怠慢了封安拉的又勢。"

又說:“只要有一伙人坐在一起而沒有氾主、贊蓋，

他們已怠慢了封安拉的X勢，去拉要么態晶他們，要么

恕繞他們。"

又說:“只要有一故人]A設有氾主的聚合起身，則他

們就如此伊尸上站起末，他們自守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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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醒肘念的轉祠

穿衣服肘念的持崗

穿新衣服念的轉向

見他人穿新衣服吋法說的吉淘

雌衣服念的轉向

遊廁所肘念的轉向

出廁所后念的持伺

說小掙前念的持崗

就半小冷念的轉向

出屋肘念的轉洞

避屋肘念的轉祠

去清真寺肘念的轉向

入清真寺肘念的轉向

出清真寺肘念的詩詞

昕見宣扎祠吋念的贊向及宜扎后的轉向

汗拜肘的持祠

鞠躬中的轉向

10



十}\. 鞠躬起來肘念的轉滴

十九 PP~中念的梅爾

二十 商叩失之間的轉向

二十一滴鎧叩!k中的轉向

二十二中坐和未坐中念見証伺(台善乎縛〉

二十三拜中贊蚤向

二十四末坐贊祠后，出拜前的持洞

二十五出拜后的轉祠

二十六求善拜中愈的構調

二十七早、曉的記主向

二十入睡賞肘念的轉向

二十九在何個身肘念的轉洞

三十糖醒、失眠、 ma肘念的轉向

三十一作惡夢肘s念的贊甸和鹿傲的工作

三十二奇數拜〈威特勒〉中的轉洞(古奴特〉

三十三奇數拜后的贊謂

三十四忱寶島苦悶肘念的構調

三十五忱都煩倍肘愈的轉向

三十六遍歡交鋒和害怕誰官肘念的轉向

三十七害怕誰官迫害肘念的轉向

三十}\.沮咒散人肘念的轉洞

三十九害怕敵人肘念的轉向

四十心存疑慮肘愈的贊祠

四十一誰能連續肘念的持洞

四十二拜中滴銓裳賞惡鷹的蠱惑肘念的轉向



四十三遇到困雄肘念的詩詞

四十四仟悔拜

四十五驅逐惡麗的蠱惑吋念的持淘

四十六遇到可憎之事或磨雄耐的念湖

四十七視賀新生JL的父索及他的回答

四十几保妒JL童的轉向

四十九探聾病人肘念的轉向

五十探望病人的貴重

五十一沮喪者座念的轉向

五十二向l描鑄者提念“試主祠"

五十三過寵財念的轉向

五十四間撞亡人眼睛吋念的轉向

五十五均亡人本行膜扎肘念的轉向

五十六均JL童舉行辦扎肘念的轉向

五十七慰伺亡人的家厲肘愈的轉向

五十八亡人入技墓肘愈的轉向

五十九埋葬后方亡人作的祈禱

六十據望技墓的構調

六十一刮風肘念的轉向

六十二雷時屯肉肘念的贊渴

六十三求南肘愈的轉向

六十四看見下雨肘念的禱洞

六十五下雨后的費向

六十六雨量垃多肘念的轉向

六十七看見新月肘念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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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几卉青肘念的轉向

六十九吃飯前念的轉向

七十吃草肘念的詩詞

七十一方待客者念的祈禱

七十二對于缺給他喝了乳汁或正在供蛤他喝乳汁的人

作的祈禱

七十三虫在別人跟前拜青肘虛作的祈禱

七十四青戒者設有卉青而端來食物肘他腔作的祈禱

七十五音戒者過入世耳或毆打肘i袁世的吉淘

七十六看見庄輯、果品成熟吋座作的祈禱

七十七打噴嘴肘念的費向

七十J\. 昇教徒打噴禮贊主吋的回答

七十九方新婚的人作祈禱

八十 結婚者和綱要牲畜肘念的轉向

八十一房事肘念的轉向

八十二息怒肘念的轉向

八十三見到遭.者肘念的持向

}\十四集合肘念的榜向

几十五座波之詞胺

J\.十六過人均你向主求僥(思主恕鏡你!)吋念的念向

八十七逢人行善肘念的祝河

入十}\求主保佑勿道“騙子手"的的害肘的念向

八十九過人說z “~主我喜愛你"肘的回答

九十 均告他錢財的人作折持

九十一迋續討債主角債戶座作的祈禱



九十二道肪掌悔罪的轉向

九十三角財你混z “祖祖你"的人虛作的祈禱

九十四雄疑凶兆肘傘的持謂

九十五輛乘肘念的轉向

九十六旅行肘念的轉向

九十七旅客素輸某攝或續M:村庄肘念的轉崗

九十)\去市揭肘念的持海

九十九撞乘物〈舵、輯、耳〉遭到不幸肘J5Y.念的普爾

一00 旅客財其家厲虛作的析轉

-0一家厲均旅行者虛作的祈禱

一0三旅客登高娃、下平川肘念的贊洞

-0三旅客中邪肘念的轉向

一0四旅客下揭吋念的轉向

一0五旅客返回肘念的構調

一0六得到喜訊勾昕到惡噩耐皮念的持謂

一0七贊差之費

一0)\ 宣揚“鑫倆目"

一0九封昇教徒的答札

一-0 鴻鴨、妒叫肘愈的贊向

一一一狗犬肘愈的贊向

一一二封于挨建者虛作的折榜

一一三穆斯林衰弱穆斯林吋直說些什么

一一四穆斯林受到雪冤肘皮念的轉向

一一五受戒者怎祥誦“咱底洞"

一一六走到天房屋角肘念“大贊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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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在也t1方向的屋角和黑石中何作折持

一-)\.登上賽法、美怨誰山肘作的訢持

一一九阿勒怯特日念的轉謂

一三。在華括前的贊主筒

一二一每設一顆石于念一過“大贊筒，

一二二.梅奇、高其肘念的“贊洞"

一二三遇到快昂之事鹿傲的工作

一二四息痛肘念的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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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睡醒耐念的禱淘

1-<D感贊真主!他使我起死回生，隻活只自于他。 (2)

2一@除安拉外，絕完底受崇拜的，過一元偶，固根勾贊

頌只阻他，他是完所不能的主.贊主清掙，方贊自

主，除安拉外，絕完直受崇拜的，真主至大，元法

完力，唯先清高，倚大的主宰.主啊!求你儕恕我

吧! (布)

3一@感贊安拉!他使我身体安康，使我畏魂又隻原位，

准i午我記念他o (缺)

4一@天地的創造，益夜的特吭，在有理智的人看末，此

中硝有i午多適象。他們站著，坐著，躺著氾念真主，

并思維天地的創造， (他們現):“我們的主啊!﹒你設

有徒然地創造述小世界。我們贊頌你超絕方物，求

你保妒我們，兔受火獄的刑訝。fJtin的主啊!你使

准入火獄，你碗己凌辱堆了.不文的人，絕設有援

助者。我們的主啊!說們硝己昕見了一↑召喚的人，

召人于正信， (他混): t你們對碗信你們的主，我們

就硝信了。我們的主啊!求你赦看我們的罪惡，求

你消除我們的垃失，求你使我們勻又人們死在一起。

我們的主啊!你曾借余使者的口而座i午我們的恩惠，

求你賞賜我們，求你在靈活日不要凌辱我們，你蘭

是不爽釣的。他們的主皮答了他們:“我絕不使你們

中任何一+行善者徒剪完酬，完拾他是男的，連是

女的一男女是相生的一迂居昇多者、被人驅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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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主道而受害者、參加鐵斗者、植敵對毛銜者，我必

消餘他們的注失，說必使他們遊那下1搞清河的原

因."遠是]A安拉盒出的披酬.安拉那里有倪美的報

酬.不信道的人，往未四方，自由投展，你不要址

述件事欺騙你.那是些傲的享受，轉來他們的蚵宿

是火獄。那盼耨其惡劣!而敬畏他們的主的人的，

部得享受下l搞清洞的原因，而永居其中.迪是]A安

拉那里1t出的款持.在安拉那里的恩典，封于文人

是更有益的.信春天銓的人中，的硝有人信仰安拉，

信仰你們所受的肩示和他們所受的屆示同肘，他們

是敵畏安拉的，他們不以安拉的追象換取些傲的代

帥，遠等人格在他們的主那里享受他們的根酬.安

拉輛是清算神速的.信道的人們啊!你們過堅忍，

對奇斗，~戒盔，對敬畏安拉，以便你們成功o (2)
《古主控» (3: 190-200 )

二穿衣服肘念的禱淘

5一感贊安拉!他錯我穿了述件衣服，是他賜錯義的，

并非出自我的力量和舟法。(3)

三穿新衣服吋念的禱泊

6一主啊!感贊你，賜我衣服，求你使我得到衣服的益赴

及衣服帶末的益娃，求你妒佑，兔其害赴和它帶宋

的害赴。(艾、敏、自呃幸圭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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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見他人穿新我服肘t表現的吉洞

7一(i)JI其主使你常穿斬草，. (艾)

8一@棍你常穿新衣，生活美捕，殉草書功. (伊、自呃

置信至切II集}

五脫衣服吋念的禱洞

9一事其主尊名. (缺〕

六遊廁所肘念的榜淘

10一奉其主尊名，主啊!求你保妒我兔遭男女惡麗的街

害. (2)

七出廁所盾念的榜淘

11一主啊!.我們恩求你的恕繞I (3)

J\. 洗小海前念的禱洞

12一做小掙肘，始念“華主尊名。"

九洗半小冷念的榜洞

13一@我見証“隙安拉外，絕充庇受崇拜的，過一充偶.

我又見証: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句便者.(穆)

14一@主啊!求你使我成均清泊之人，仟悔之人o (缺)

15一@主啊!頌你講淨，感贊你，我見証:唯有你才是

皮受崇拜的真主，我向你求饒，向你仟悔.(奈)



十出屋附念的楊福

16一@奉其主尊名，我托靠安拉，免法完力，唯兌真主e

{艾.缺〕

17一@主啊!求你保妒我，以兔迷漫或受人的迷惑，也

不要使我失足或別人講我失足，或受別人的守害，

更不要址聽完如愚蠢或受人的愚弄。 (4)

十一道屋肘念的禱洞

18一奉其主尊名，我們避，我們出，我們只托靠真主!

而后，向家肩道 4賽倆目 '0 (艾)

十二去清真寺肘念的禱泊

19一主啊!求你吐麓的內心充精光明、口舌持俐、昕

賞夷敬、眼睛明亮，吐我的上迪、在迪、右迪、

前迪、后迫以及周身貧光吧! (2)

十三入清真寺肘念的禱洞

20一我以棉大的安拉及其他的尊容和永恆的技成求保

妒，免遭破驅逐的惡廳的干說，率真主尊名，說福、

說平安于安拉的使者。主啊!求你均我打汗仁慈之

1'1吧! (艾、西那主vii集:J

十四出清真寺肘念的榜洞

21一奉真主尊名，說福、說安真主的使者。主啊!我向



你祈求你的恩惠!主啊!求你妒佑我兔遭敏驅逐的

惡魔的干拔o (艾、伊、穆、伊本西那差vII集J

十五昕見宣札切肘念的贊洞及宣札后的

榜涓

22一@昕見宣扎祠吋道回答勻宣扎者同祥的向旬，對昕

見兩令“罕也阿拉..."肘，念z 充法完力，唯兌真

主。 (2)

23- (i)我見怔 z 餘安拉外，絕充座受崇拜的主，油一充

偶。我又見証: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勻使者。我

喜愛以安拉克主宰，以穆罕默德※均主人，以伊斯

主方宗教。(穆) (在宣札師念完作証向后念) (伊本

胡則曼圭切|集)

24一@回答后接著視福圭人。(穆)

2S一@培莽述科完美的哥召和使拜功格要成立的主啊!

求你賜蛤穆罕默德洪恩吧!你蜴蛤他曾i午釣述的那

科可頌的崇高的境界吧! (你碗豆其是不爽約的) (布)

26一@內外宣扎之間，方自己作祈禱必蒙准承。{敏、艾、

愛)

十六弄拜日才的措詞

27一@主啊!你使錯堤逗寓我吧!就如西方和家方的距

寓:主啊!求你清除我的錯淇吧!就如清除白色衣

服上的污垢一般:主啊!你用水、雪、冰說涂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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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漠吧! (2)

28一@主啊!頌你清淨，感贊你，你的尊名真吉皮，你

的尊F多清高，除你外，絕充血受崇拜的。(4)

29一@我持我的面孔端正地傾向那創造天地的主，我不

是以物配主的人e 我的札拜、我的工作、我的生勻

死是方了安拉一全世界的主宰。他沒有伙伴，法就

是我的使命。我胡是一小穆斯林。主啊!你是君王，

除你外，絕充座受崇拜的主。你是我的主宰，我是

你的仆人，我寺害了自己，我承主人自己的罪泣。求

你特我的一切罪迂統統恕繞了吧!只有你才能恕繞

罪泣，你指導我具各最忱美的性格吧!只有你才能

有指辱杖。你清除我的惡劣的性格吧!只有你才能

清除惡性。我駒座你，我服]A你。所有的福利都在

你的兩手中。骨、三E故不降究禍。我依敕于你的援助，

你吉祥、清高!我向你求僥!我向你仟悔!(穆)

30一@主啊!哲百勒某、米卡伊菜、伊斯拉菲里的莽主

啊!創天坡地的主啊!知道幽玄和公卉的主啊!你

特在余人之間裁判他們所紛爭的是非。先你的意欲，

指引我辨別是非的能力，你引尋你所意欲的人定自

康庄的大道。(穆)

31一@真主最棉大，方贊只個真主，朝夕清贊主!(各念

三拔。〉主啊!我求你保妒兔遭惡魔的街害、諷刺、

狂妄。(艾、伊、愛)

32一@主啊!贊頌個你!你是宇宙方有之光:贊頌蚵你!

你是宇宙方有的支撐者:贊頌自你!你是宇宙方有



的君主:贊頌蚵你!你是真理，你的游釣是真的:

你的吉碎是真理:后世見你是真要的，天堂、火獄

是真寞的，列主是真寞的，穆罕默德※是真耍的，

隻生也是真要的。主啊!我順JA你、信仰你、托靠

你、依敕你、掏了你而勾人作辦槍，向你控訴，你

恕繞a前前后后的、都密的、合卉所犯的一切饋漠

吧!你前完始、后荒島.除了你，絕充受拜的主.

(2)

十七鞠躬肘的禱祠

33一@贊頌莽育我的棉大的主清冷! (三吹) (4)

34一@主啊!莽育我們的主，贊你超飽，感贊你!主啊!

求你恕繞我吧! (2)
35一@超絕的、主活的、非育天便和東魂的主宰。{穆、

艾)

36一@主啊!我只~你鞠躬，我自信你，我順服你，我

的耳染、眼睛、大胞、骨備、神鎧及肉体的各部位

方你激卑。(穆、 3)

37一@贊頌有威力、根力、庄戶和棉大的主超施方物。

{艾、奈、曼)

十八鞠躬起來肘念的贊涓

38-(D安拉己昕到贊頌他的人的贊頌。(布)

39一@主啊!贊頌蚵于你， i主贊頌是丰富的、美好的和

吉氏的 o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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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一@充漏宇宙方有的，你所意欲的贊頌統統蚵于你!

衰弱和贊頌其主的人們啊!我們都是真主的仆人，

仆人最底念的是:“主啊!你賞賜肘，充人阻指:你

阻措肘，設有權能恩賞，有根者的勢力，財你毫充

用赴0" (穆〕

十九叩法中念的贊洞

41一@贊頌莽育我的極高的主超絕方翱! (三坎) (4)

42一G)(同 34) (2)
43 一G) (同 35) (穆)

44一@主啊!說只方你叩失，我只信仰你，我只眼服你，

我只均創造我的股孔，井賦予俊美形象，賦予我昕

賞和棍力的真主而導行叩札.真主多崇伸，他是最

善于創造的主o (穆)

45一G) (同 37) (艾、愛、奈)

46一@主啊!求你恕燒我的一切注緒，自始至咚，充洽

大小、公汗的和秘密的罪惡。(穆)

47一@主啊!求你保佑我、喜致我、莫要怒怕我。赦免

我，莫要懇切我。我只求你保估，我又才你的贊頌是

不汁其數的，就如你自己贊頌自己一般o (穆〕

二十荷叩族之祠的禱洞

48一@主啊!求你恕燒我! (三坎) (艾、伊)

49一@主啊!求你恕唬我、恃惘我、引辱我、救助我、

原諒我、供莽我、升高我o (3)



二十一滴經叩法中的詩詞

50一@我的面容;句真主行叩札，他以自己的舟法和力量

創造了我的面容，并令我的昕賞畏敏、視覺敏銳，

“真主真崇高，他是最高明的創造者。" (敏、艾、

哈)

50一@主啊!你記是我的掘酬，寬恕我的罪惡，使它成

均有益于麓的親蓄，求你接受我的~P失!就如你接

受迫吾德至人的叩失一般o (敏、哈)

二十二中坐和未坐中念的見証淘(台善乎

得)

52一忱美的敬札、祝賀和贊頌說說阻于安拉。穆圭※啊!

思主蜴你平安、幸福和吉祥，思主也賜錯我們和一

切善良的人們康?o

我見証:除安拉外，總充座受崇拜的主，我又見証:穆

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 (2)

二十三拜中贊圭淘

53一@主啊!求你賜福穆罕默德及其眷肩，就如你賜福

蛤伊布拉欣及其眷厲的那祥，你磷是可贊的、佈大

的。主啊!求你賜予穆罕默德及其眷厲吉皮，就如

你錯伊布拉欣及其眷肩賜予吉民一祥，你硝是可贊

的、棉大的。(布)

24



54一@主啊!求你賜福穆罕默德及其妻子、子都，就如

你賜福伊布拉欣的眷屆一祥!求你錯穆罕默德及其

妻子、于赫賜予吉底，就如你蛤伊布拉欣的眷厲闢

予吉皮一祥!你輛是可贊的、棉大的。 (2)

二十四末坐贊切后，出拜前的榜涓

55一@主啊!求你保妒我兔遭故墓的罪刑，火獄的刑罰，

生死的東瓏，騙子手“愛蜴竿的誘惑。 (2)

56一@主啊!求你保妒龜兔遭故墓的罪刑，火獄的刑罰，

生死的夾雄，主啊!求你保妒我免遭罪惡和維饋的

禍患。 (2)

57一@主啊!我喝多守了自己，只有你才能恕燒我的罪

惡，所以，求你棄自恕燒我，特桐我，你輛是至蔥

的、至恕的 o (2)

58一@主啊!求你恕儷我前后的錯淚，恕燒我都密于合

卉的毛病，恕燒我放肆的行舟，以及我不知道而你

所知道的抖抖缺鼠，你是前完始后充興的，除你外，

再元可拜的主o (穆)

59一@主啊!求你默助我記念你，感謝你!很好的崇拜

你! (畫、奈)

ω一@主啊!求你保妒麓，免遭吝吉、胞怯、老朽的痛

苦，以及現世的磨雄和技墓的刑罰o (布)

61一@主啊!求你使我遁入原因，保妒我免遭火刑o (艾、

伊}

62一@主啊!誓于知道幽玄的主!誓于能移創造方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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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你知道活著封我有益肘，你使我活得幸福:死

亡封我有益肘，你使我死的痛快.我求你使我公卉

和祖密、肘刻害怕你:元培喜、怒，肘肘混真理，

我向你要求完治勢、富都可t鈞。書記向你要求完夠完

息的恩典，進縷不斷的快尿，前定之后的情愿，死

亡之后舒逅的生活.我向你祈求見到你尊容的愉快，

見你是我終生的渴望，我向你求妒兔遭街害者和迷

漫者的磨.0 主啊!你以正信裝飾我，你使我成均

引尋一切，堅持正道的人o (奈、愛)

63一@主啊!那狙一的，完求的，沒有戶生，也沒有被

戶生，沒有任何物可做他的匹敵的主啊!我愚求你

赦看我的罪惡.你碗是至蔥的至恕的主o (奈、愛)

64-0主啊!贊頌蚵于你，除你外，總充血受崇拜的，

狙一元偶.施恩的主，創天坡地的主，棉大、庄F

的主，永活、自立的主，我只祈求你。求你吐說避

入原因，兔受火獄的刑咽 o (4)
65-0主啊!我祈求你，吐幸起來見証:你是真主，餘你

外，絕充座受崇拜的，你是組一的、元求的、元~

生、也不敬戶生、充任何匹敵。(艾、缺、伊、愛)

二十五出拜盾的贊謂

66一@我向真主求協o (三坎〉主啊!你是和平的，和平

來自你，尊F景賢的主啊!你真古民啊! (穆)

67一@除其主外，絕完直受崇拜的，組-x偶，固杖勻

贊頌只如他，他是完所不能的.主啊!如果你恩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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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阻磚:如果你阻損，完人恩賜，有根勢者的勢

力封你毫充益赴. (2)
68一@除其主外，絕完直受崇拜的，組-~偶，固根勻

贊頌只自他，他是完所不能的主.免法完力，唯究

其主，只有其主才是T$i受拜的!麓的只崇拜他.一

切恩惠、特恩和忱美的贊頌兢兢蚵于他.隙其主外，

絕充血受崇拜的 t airJx才他的正教虔誠君學行，即使

昇教徒吋民也要 I (穆)

69一@贊主清冷，方贊自主，其主至大， (各念至十三狀〉

除真主外，絕完座受崇拜的，狙一完僑，固根勾贊

頌只如他，完所不能的主. (穆)

70一@念“台斯米九再念忠識章 (112 章〉、曙光章 (113

章〉、人獎章 (114 章). (艾、奈、缺)

71一@念“阿也提庫勒西." (2:255) (奈、伊本西那至
iJlI集)

72一@除其主外，絕元座受崇拜的，姐一元鍋，固根勾

贊頌只阻他，令人死活的、完所不能的主. (昏札和

農札后愈十故) (敏、曼)

73一@主啊!書記向你祈求有益的知氓，佳美的食樹和極

接受的工作. (展札后愈) (伊)

二十六求善拜中念的禱洞

74一扎比你的持述z 種差旅教辱麓的對于一切事情都要

向真主思求旻感，就個他教授義的學耳《古主經》

章常一般，他說z “你們確立意干一件事情的肘候，



各必要扎兩拜非天命拜，井念: (主啊!以你的知m

求你錯我福利，以你的大恩，蜴我能力，息求你錯

我宏恩，你是全能的，我是充能的:你有知氓，我

充知訊:你海知飽奧的哲理。主啊!你知道某件事

情肘宗教和生活、現在和特未各方面都有利而充害

的活，那么，求你幫助我克服困瓏，蒙得吉灰.倘

若你知道某件事情在宗教和生活、現在和將采各方

面都有利而充害的活，那么，求你幫助我克服困瓏，

蒙縛吉炭。倘若你知道某件事情在宗教和生活各方

面都有害于麓，那么，求你使我和那件事完全脫寓

美系，清你隨肘隨地賜我做好事的能力，井使我愉

快的去平它， 0" (布)

二十七早、晚的記主淘

75一@念“求妒洞"，“阿也提庫勒西九(哈)

76一@念“台斯米"，“忠誠章"以及兩小“求妒章弋(每

天早晚各念三吹 0) (艾、缺)

77一@我早起床，早起杖威只阻真主。感贊真主!除真

主外，絕充座受崇拜的，過一元偶，因杖勾贊頌只

蚵他，完所不能的主.主啊!我向你要求今天的幸

福和以后的幸福!我向你求保妒，今天和以后免遭

銜害!主啊!求你保妒莫吐吾兒懶惰，兔遭老逅的困

雄!主啊!求你保妒我免遭攻坑的磨雄勾火獄的罪

刑! (穆〕

78一@主啊!我們依你早起，依你入夜，依你生活，以



你而死亡，特未向你集合。{缺〕

79一@主啊!你是我的主，隊你外，絕充庇受崇拜的，

你造化了書記，我是你的仆人，我思量~鐵財你的清

育和i午釣.我求你保妒我，以兔犯罪而受害，真ep

承令人你封我的恩惠，也承弘自己的罪述，那么，求

你恕燒我!只有你才能恕償我的一切罪惡o (布)

80一@主啊!我早起了，我清你和拒負你的“阿勒什"

(主座)的天使和航天便，以及方物見i.iE:“你是真

主，唯你是主，連起-:£偶，穆罕默德※是你的仆人

和使者。(每天早晚念) (布、艾、奈)

81一@主啊!早晚我和任何人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來自于

你，強一完二的主，感贊你! (艾、奈}

82一@主啊!求你使我的身体安康，使我耳聰目明，唯

你是受拜者!主啊!我向你祈求兔遭拒教、貧困。

主啊!說肉你祈求兔遭技墓的刑祠，除你外，絕五

座受崇拜的o (三故) (艾、愛、奈)

83一@真主是使我漏足的，除他外，絕完座受崇拜的，

我只托靠他，他是掌握棉大室庫的主。(七坎) (伊

本西那主制l集)

84-(9主啊!我向你祈求今后再世的安康，主啊!我向

你祈求赦有，使我宗教昌盛，政迪人和，人財兩旺。

主啊!你袒妒我的缺鼠，解除我的恐棋。主啊!求

你以前后、左右、上面保妒我，我以你的尊F求你

妒佑，使我兔遭地陷。(艾、伊)

85-0主啊!深知幽玄、公卉的主，創天坡地的主。調



莽方物的，掌撞方物的主，我見証£:除你外，絕元

座受崇拜的，我求你保妒，免遭私欲和惡魔等的干

就.兔陷迷喂，井向你求妒估，倒使我自招調息鼓

嫁禍于人o (敏、艾)

86-4)率真主尊名，其主的尊名能預防天地的任何~柄，

真主是全研的、全知的o (每天早晚念三故) (艾、

饒、伊、愛)

87一。我喜愛以安拉均主宰，以穆罕默德※均丟人，以

伊斯主角宗教o (每天早晚念三狀) (愛、奈、艾、

缺)

88-0永生自立的主啊!書記以你的慈網求救!清你照管

我的全部事各，一刻也不要放任我! (哈)

89一。我早起了，早起的根威只蚵其主一莽育全世界是

主.主啊!我向你要求今天的福洋、援助、光亮、

吉祥和正道.主啊!我向你要求免遭今后的街害.

(艾)

90一@我們早起堅持伊斯主的天性，忠滅之吉碎，堅持

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他絕不是以物配主者。

(愛、伊本西那圭iJll集)

91-0贊主清淨，感贊他。(早晚念一百故) (穆)

92一@除真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是起一的主，國杖只

蚵他!方贊只阻他!他是能略方事的主D (十坎)或

(懶惰肘念一故) (奈、艾、愛、伊}

93-6 (悶 92) (早起肘念一百故) (2)

94一@贊頌棉大的真主超華色方物!以方物的數字，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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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髓，“阿勒史"的斤量，以及他的吉碎的墨汁的

數字，感贊真主! (早晚肘念三故) (穆〕

9S一@ (間 73) (伊本西那、伊本耳哲圭制l集}

96一@書記向其主求僥!我向他仟悔! (每日念一百故)(2)

97一@我以其主的完美的一切言辭求保妒兔適值造物的

4倍害! (晚上念十故) (畫、奈)

98一@主啊!求你蜴福視我們的差人穆罕默德※. (早晚

念十故) (托布拉尼以兩+正硝錢蒙特述)

二十八睡覺吋念的禱祠

99一@每晚上床肘，捧攻手，鞋輕的吹，井念“忠誠章"

勻商+“求妒章"，然后用兩手息量缸摸~、股及周

身， i主祥連接三故. (2)

100-(i)念阿也提“庫勒商"，堆念，權使得到其主的保

妒. (布}

101一@念“黃牛章"最后兩哲短文. (2)

102一@主啊!奉你的尊名，我睡下，奉你的尊名，我起

床.金日果你真召回我的生命，求你加蔥他:如果你

釋放肘，求你保妒他，就如你餵妒你的善民一般!

(2)

103一@主啊l 你造化了我的身体，你格要使它死亡，它

的生死只阻你.如果你址它活的活，求你保妒它:

如果你址它死亡的活，求你恕僥它!主啊!我向你

祈求安康. (穆、愛)

104一@主啊!你寞生余仆之日，求你保妒我兔連你的刑



羽 o (穆至※睡賞肘，把右手放在右面頓下面走念三

故) (艾、缺)

105一@主啊!我以你的尊名而死而活o (2)

106一@“贊主清淨"，“方贊蚵主"，(各念三十三坎〉“真

主至大" (三十四故) (2)
107一@主啊!葬育渚天的主啊!莽育棉大的“阿勒什"

的主，我們的非主，莽育方物的主，使谷粒和果核

綻卉的主，頒降《吋拉特》、《引支勒》和《古竺詮》

的主啊!求你保佑我勿遭方物之東害，你接獄方物

的命逞，你是前元始、后充斃的主，你是明星、暗

藏的，你替我信債，你使我富裕，莫使我貧努o (穆)

108一@感贊真主!他供我吃吠，井使我漏足，又庇妒我，

i午多人是沒有庇妒者，也沒有使他漏足者o (穆)

109-0 (伺 85 咕) (艾、缺)

110-0念“叩美章"(三十二哲〉句“固杖章"(六十七

章) (敏、奈)

111-0主啊!我把生命教給你，我面向你，我把事並托

付給你，我依靠你，希望你的仁慈，害怕你的懇切，

除你外，沒有容身之所和避雄之扯，我自信你降示

的短典，你差遣的主人。 (2)

二十九夜間翻身肘念的贊淘

112一除其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組一的主，統治的主!

莽育天地方物的主，尊F的主，恕憐的主!(哈、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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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慷醒、失眠、孤寂肘念的榜涓

113一以其主的完美之吉求妒，街道主的過巷、每腎、人

禍、妖惑、唆使o (艾、缺〕

三十一作惡步肘座念的發詢和血做的工

作

114一@穆至2員說:“你們一↑人作了惡夢肘，血肉在吐

三口唾諒0» (穆)

@座向主求妒佑免遭設驅逐的惡魔的干找。(三改)

{穆)

@封封人說惡夢o (穆)

@改斐原眾的睡式，特身側臣扎{穆)

115一@如意欲肘站起札拜o (穆)

三+二奇數拜(廠特勒)中的禱洞(古奴

特)

116一@主啊!求你指引我，使我同你指引的人的方伍:

清你赦免我，使我同你赦免的人的方伍:清你喜愛

我，使我同你喜愛的人們均伍。我所得到的恩惠中，

求你賜予我吉底，你]A你已判抉了的禍患上保妒我。

你是判抉者，而不是被判決者，你喜愛的人不卑賤，

你憎惡的人不高貴。我們的主啊!你真崇高!你真



高精! (4、愛、哈)

117一(2) (同 47) (4、愛)

118一@主啊!我們只崇拜你，只方你而立、而叩主、而

在只極努力，渴望你的恩惠，恐俱你的罪刑。你的F

刑碗3日于不信的人的。主啊!我們求你佑助，求你

恕鏡，贊美你，不辜負你，阻信你，不同情你的罪

犯，井和他們划清界限。〔自海格差切|集)

三十三奇數拜后的鑽洞

119一贊有固杖，主泊的主起施。(三狀，并在第三攻中

高戶念。然后念:莽育五k天使和頓布勒菜的主。〔奈、

注)

三十四忱愁苦悶肘念的禱洞

120一@主啊!我是你的仆民，你的男仆女蟬的)L芋，你

掌握著我的命逗，你封我秉公裁決，說借你的尊名，

述些尊名是你自林的或你在天控中降示的或你教授

錯仆民的或你在幽玄的知浪中狙具的，求你把《古

主銓》作J'1~心中的盯塔，胸中的明績，分忱解堆

的法室。(曼)

121 一@主啊!我求你保佑，勿使我忱愁苦惘，軟弱懶惰;

我求你保佑，劫使我阻小吝苗，我求你保佑，勿遭

債累，釘遭人遍。(布)

122一@除其主外，絕元座受崇拜的，尊大的主，容忍的

主，除其主外，絕充座受崇拜的，管理巨大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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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史"的主，陰真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莽育天

地的主，管理尊貴的“阿勒史"的主。 (2)

123一@主啊!我希望你的恩惠，求你照管我的全部事努，

一刻也不要放任我，只有你是座受崇拜者。(艾、愛)

124一@除你外，絕元座受崇拜的，贊你超錯，我礦是不

文的人。(缺、哈)

125一@真主，真主是我的莽育者。我不以任何物配他。

(艾、伊)

三十六遇到交諱，害怕法官吋念的禱洞

口6一@主啊!我求你拉截他們，我求你保妒，免遭他們

的街害。(艾、哈)

127一@主啊!你是我的依靠和援軍，我依你賴特沖偉長

散o (艾、缺)

128一@真主是能使我們漪足的，可托者真忱美! (布)

三十七害怕法官迫害肘念的持淘

129-(j)主啊!掌握七居天的主啊!管理巨大“阿勒史"

的主啊!求你保妒我兔遭方韌的街害和人們的妄3句，

你是強大的拯救者，你、崇高棉大，你的尊名真吉皮，

唯你座受崇拜。(布)

130一@其主至大，他最強腔，最威戶，說求安拉健估兔

道他的仆人中的某一令精美或人獎及其同伙的研

害。除他外絕充座受崇拜的，維持七是天以免且在落

于地面，除非控他的呼可.主啊!求你援助于我來



封付他們的街害。主啊!贊拐你真欣慰，翎近你真

強腔，你的尊名真吉皮。除你外，絕充庇受崇拜的。

(布)

三十八坦咒故人肘念的榜淘

131一主啊!降示銓典和清算神速的主啊!你使所有象派

失敗，你使他們震帳，惶惶不安Q (穆)

三十九害怕敵人財念的詩詞

132一主啊!清你替我隨意地滑付他們吧! (穆)

四十心存疑慮肘念的禱洞

133-(D求真主妒帖Q (2)

@掠御惡魔的放肆。 (2)

134一@吋刻念:我阻信真主，阻信使者。(穆)

135一@念《敏章》第三令短文z 他是前元始后充鋒的，

是被隨傲的，他是全知方物的。(艾)

四十一誰能注債肘念的持洞

136一@主啊!求你使我漏足于守法，而不犯法，賜我宏

恩，元求于人。(缺)

137一u> (罔 121 桔) (布)

四十二拜中浦詮友賞惡魔的蠱惑肘念的

36



持河

138一我以極沮咒的惡魔上求妒帖， (庇向左吐三口唾

諒。) (穆}

四十三遇到困雄吋念的持兩

139一主啊!設有人蛤我容易，只有你化蛙均易，化悲:JiJ

攻。(伊本哈巴乃至到II集)

四十四仟悔拜

140一若有人犯罪而隨即起未洗小掙，本L商拜，求主恕慎，

其主就金恕僥他o (艾、缺)

四十五驅逐惡魔的蠱惑肘念的念胡

141-<D求主妒佑兔遭它的街害、干找、誘惑。(參看信
士章 98-99常) (艾、缺)

142一@宣札向(蒂克) (2)

143一@各:科氾主筒，頌向《古主經»0 (穆)

四十六遇到可惜之事或磨雄吋念的調

144一遠是真主的前定，其主意欲的必定安現。{穆)

四十七說賀新生JL的父奈及他的回答

145一隨著你的感謝安拉，說愿你的孩子吉祥如意!隨著

你的供荐，說他茁壯成長!述肘其父素回答:說你



吉祥幸福，應安拉多多賜福予你，井賜予你笑似的

一小好孩子.使你的報酬成均丰富的。(脂威主ijl\集)

四十八保妒JL童的祈禱淘

146一穆圭曾方哈桑、住賽尼作祈禱z 我以完美的言辭求

真主保妒你倆免遭一些惡魔、毒物和施汁者的暗害。

(布)

四十九探望病人肘念的禱洞

147-(i)投失系，如果真主意欲站就是財你清說罪注，明

胺缺鼠。(布)

148一@我折求棉大的、管理“阿勒史"的真主，使你痊

愈。(七吹) (敏、艾)

五十探望病人的貴重

149一穆蓋說:只要穆斯林探望他患病的穆斯林兄弟，那

么他等于眾摘原因里的仙果，直至他寓卉病人。只

要他早晨去探望患病的穆斯林弟兄，那么七五↑天

使均他祝福，直到傍晚，只要晚上他去探望患病的

穆斯林弟兄，那么七方+天使方他祖福直至整晨。

(饒、伊、愛)

五十一沮喪者反念的禱洞

150一@主啊!求你恕憐我!特網我!使我跟上清廉高尚

之士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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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一@穆差I描龔吋跟前放著一碗水，他用手指泊水擦面

容，說道z “主啊!求你援助我較快地度迂死亡吋的

現雄痛苦。" (布)

152一@除其主外，絕元座受崇拜的，其主至大，只有組

一的真主才是座受崇拜的，除真主外，總元座受崇

拜的，組一元偶，除其主外，絕荒唐受崇拜的，固

校每贊頌只自他，隊其主外，絕充皮受崇拜的，王

法完力，唯究其主。(敏、伊)

五十二向l描終者提念“以主海"

153一權結束最后一口『肘念:“除其主外，梅克座受崇

拜的"，堆必定入原因。{艾)

五十三遇喪肘念的禱切

154一義的硝真是真主所有的，我們必定只阻依他，主啊!

求你拯救我摺脫究瓏，求你以腔于患瓏的幸福來厚

披弦。(穆}

五十四伺搜亡人眼睛吋念的禱洞

155一求你恕儕(亡人名)，升高他的品妞，使他排入得

正道者的行列，井蛤他替換更好的代理人，求你恕

燒我們，恕僥他們吧!全世界的化育主啊!你使他

的故墓寬敞明亮吧! (穆)

五十五角亡人學行頭札肘念的禱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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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一@主啊!求你恕憐他、+令樹他、原涼他，賜蛤他安

宇，善待他，f}大他的住所，用雪、水、泳洗海他，

清障他的社惜，象清說白衣服上的污垢一般，你錯

他更換一+校今世更忱裕的生活耳墳一住所、眷屬、

妻室，求你使他遊入法國，保妒他免遭技墓的罪刑

和火獄的刑呵! (穆)

157一@主啊!求你恕憐我們的活人和亡人，大人、小孩、

男人、女人、在弱的勻不在場的人@主啊!若你意

欲吐我們的每一令人活著，就吐他活在正道上，若

你使他死亡，亡于正信。求你莫使我們失去亡者的

功翰，在他之后莫址我們遭雄! (伊、愛)

158一@主啊!某人的几乎xx是蒙得你的保妒的，安跌

勻你所錯的盟約的，那么你保妒他免遭拔墓的現維

和火獄的刑胡!你是~威活言的，你是真理。主啊!

求你越使他吧!慈桐他吧!你碗是至赦的，至慈的。

(伊、艾)

159一@主啊!述亡人是你的仆人，是你奴蟬的JL子，他

渴求你的仁慈，清你不要忽羽他，倘若他是好人，

就清你增加他好赴的根酬，倘若他是惡人，就清你

赦免他的罪泣o (哈)

五十六方JL童拳行頭札肘念的禱淘

1ω-CD主啊!求你保妒他免遭故墓的刑呵。(耳力克差

~II集)如果念下列祈禱祠也很好:主啊!求你使他

成均其攻奈的先行者，t:藏的功偷，有效的現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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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清你以此使他倆的掘酬，使他加入阻信的善

良者的趴伍里，你址伊布拉欣差人做他的扭保者，

求你以你的仁慈保妒他兔遭火刑，你錯他更換一+

校今世更忱榕的耳墳、住所和眷屑。主啊!求你恕

儂說們的先行者和在我們之前信道的人的把!(伊本

古迷曼圭vII集)

161 一@主啊!求你使他成1-J我們的先鋒和功份吧! (自

三輯、阿布社﹒然則格差訓|集)

五十七慰伺亡人的家厲肘念的禱洞

162一真主有根寺回生命，有根錯予生命，方物在真主前

規定;每一定的毒限，所以令xx堅忍謀求真主的回

賞o (2)

如念述令轉向也很好z 應安拉使你的代份丰富，很

好的慰問你，聽其主恕儷你的亡人o (D商戚差切|集)

五十八亡人入土文墓吋念的請調

163一奉真主尊名句道插使者的主行。(艾、愛)

五十九埋葬后方亡人作的祈禱

164一主啊!求你恕憐他，使他信仰堅定元疑!<D (艾、

啥)

六十探望攻墓的禱淘

165一控墓里的信士和穆斯林的啊!祝你們平安!若真主

原章，我們特步你們的后盒，廳真主恃憫我們的先



行者，后繼者.我愚求真主蛤我們和你們賜予安康。

(伊、穆〕

@穆圭※埋葬亡人后站起來說z“你們~你們的教胞求主

恕慎，你們方他祈求堅定的立場，因均他正在受到

消伺."

六十一刮風肘念的禱淘

1“一@主啊!我肉你折求風的益赴.我向你求妒佑，兔

遭民的害赴o (艾、伊}

167一@主啊!我向你折求民的益赴和它帶來的好赴.我

向你求妒佑，免遭民的書赴和它帶來的不幸o (2)

六十二雷咱也內肘念的榜淘

168一費主超絕!雷霆在贊頌其主超絕.余天使則因均畏

恨他而贊頌他o (司力克蓋到II集)

六+三求主肘念的禱洞

169一@主啊!你錯我們降下充足的、完夫的、丰戶的、

普及的、及不鍾慢的，有益完害的甘霖吧!(艾}

170一@主啊!降鵰甘霖吧!(三故) (2)
171 一@主啊!求你捨你的仆民和牲畜下甘露，求你散布

你的持惘，求你靈活己干站的大地 o (艾}

六十四看見下雨吋念的論海

42



172一主啊!降勻人有益的甘霖吧! (布)

六十五下雨后的發洞

173一以真主的恩惠和仁慈降了雨水o (2)
六十六商量述多肘念的轉向

174一主啊!求你把雨下到我們的周圍，不要借書我們.

主啊!求你把雨下到山巔、丘陵、川谷、森林里去

吧! (2)

六十七看見新月肘念的禱洞

175一真主至大，主啊!你借新月蛤我們蜴手和平勻正信，

平安勾正數，吐我們借此做你喜恆的工作，你是我

和月亮的主宰o (敏、追勒迷至illI集)

六+八卉紊肘念的禱洞

176一@托靠真主，飢渴垃去了，血管過調了，代仰肯定

了。(艾)

177一@主啊!我以你普及方韌的仁慈，息求你恕鏡書記.

(伊)

六十九吃飯前念的禱祠

178-(i)如果你們飲食肘，先念真主的尊名.金日果忘了，

那么何肘氾起何吋就說z“我始龔奉著真主的尊名。"

(艾、缺)

179一@安拉供葬了他食物的人曳念z “主啊!清你在說



們的食物中賜予吉氏，并供給拉伯比此更佳的食

樹吧"!安拉供葬了他乳汁的人對念z “主啊!清

你在其乳汁中賜予我們吉辰，井增加它蛤我們的

蕾莽o (缺)

七十陀半肘念的拷洞

180一@感贊其主!他供給了我飲食，聽完法完力，唯他

賜予了我o (3)
181一@感贊其主!丰富、it美、吉祥的贊呵!我們的莽

主啊!我們不斷地需求你!我們商你的需求永不合

編足而終止! (布、缺)

七十一方待害者作的折禱

182一主啊!求你在他們的食祿中賜予吉皮，恕使他們.

恃桐他們o (穆)

七十二封于供給他喝了乳汁或正在供給

他喝乳汁的人作祈禱

183一主啊!清你款待供蛤我食物的人，清你款待俱錯我

飲料的人。(穆)

七十三省在別人跟前弄清肘店作的祈禱

184一封育的人在你們家弄了育，善良的人吃了你們准各

的食物，愿天使們說福你們全家。(3)



七十四膏戒者沒有弄奮而鋪來食物肘他

區作的祈禱

185一邀靖必去，如果他己育成，當面均他作研樁，否則，

他座赴宴.

八十一房事吋念的禱洞

192一奉其主尊名.主啊!清你驅逐邪塵，勿使那魔接近

你錯我們的恩惠! (2)

I\.+二患怒吋念的禱淘

193一我JA設驅逐的惡..上求主妒佑o (2)

八十三見到遭雄者肘念的禱淘

194一感贊其主，他使我幸免于你所遭受的夾瓏，他使我

忱裕超余o (缺}

八十四集金吋念的禱洞

195一伊本歐竭的特述z 他混z “穆差※每吹集合，游完

活起未肘，就愈此轉向: I主啊!求你恕燒我，赦看

我吧!你硝是至赦的，至恕的，"。我們數記了一百

坎o (棋、伊)

)\.+五座淡之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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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一主啊 1 贊你清掙，盛贊你，我見証z 隊你外，絕充

血受崇拜的，說向你求鏡，我向你仟悔. (4)

八十六過人均你向主求饒(庭主恕繞你I)

財的念調

197一足有你. (艾、奈}

八十七逢人行善耐的祝淘

198一廳主摩根你! (缺}

八十八求主保佑勿道“騙子手"的仿害肘

的念胡

199一堆背氾下《山洞章》的前十常短文，那么其主就保

妒誰不受騙于手的街害。并且，每番拜中末坐中念

“求兔四究的祈禱洞"0 (穆)

八十九遇人說:“均主我喜愛你"肘的回

答

200一思主喜愛你! (艾}

九十先給他錢財的人作的祈禱

201一聽你義得家厲的溫暖，錢財的利益o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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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逕績肘債主角債戶虛作的祈禱

202~JI你感受到你家厲的溫暖，財戶的幸福，預先連續

值得皮受郵費. (奈、伊}

九十二謹防學伴旱的榜洞

203一主啊 1 求你保妒我，不要明知故遠地掌伴你.a向

你求蝕，因完知而所犯的罪. (曼)

九十三方討你說:“說福你"的人直作的

祈禱

204一廳主“祝福你". (伊本西那至1I11集}

九+四嫌疑凶兆肘念的禱洞

205一主啊 1 設有任何一科凶兆，除非米自于你，沒有任

何一科吉兆，除非也未自于你!除你外，絕充座受

崇拜的. (愛}

九十五翰乘肘念的禱淘

206一奉真主尊名，感贊真主，贊主精掙，他方我的制服

了述些故乘樹，我們本來充能役使它，我們只蚵于

我們的莽主.方贊阻主. (三故〉真主至大. (三坎〉

主啊!贊你清淨，我硝呂定寺害了自己，求你恕燒我!

除你外，絕元人能恕罪. (艾、缺)



九+六旅行耐念的禱洞

207一穆至法每逢外出旅行，輸龜駱駝肘愈三過“大贊洞"

井念z “贊頌真主超絕方樹，他方我們制服了此物，

說們財他本是充能的，我們必定蚵于義的的莽主.

主啊!述故旅行中求你使我行菁、敬畏，做你喜髓

的工作.主啊!你使幸免旅途一帆風順，一路平安.

主啊!你是我旅途中的伴侶，家中的代理.主啊 1

書記肉你求妒，免遭風企之苦，顛沛之雄，人財之隘."

對加念z “我們是阻依者，仟悔者，崇拜者，莽主的

感贊者0" [穆]

七十七旅客奈l描某城或繞迂村庄肘念的

措詞

208一穆圭※每見一城，欲遊入肘念:“主啊!莽育七屠

天七是地及天地之間的主:管制惡魔鬼怪的，洞劫

風暴的主啊!我向你求妒，勿使述座城市的市民及

城市里所有的一切封我有害。" [暗、奈]

九十八去市場吋念的禱洞

2。于一除真主外，絕充皮受崇拜的，組一充偶，大校阻主，

贊美自主，永生不束，令人生死，掌喔福利，完所

不能o [敏、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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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被乘物(聽、曝、耳〉遭到不幸肘

店念的祈禱

訕。一幸真主遵命。[艾]

-00 旅客封其家厲虛做的祈禱

211一我把你們寄托錯了真主，真主一定金保妒他的寄托

物。[愛、伊]

-0 一家屬方旅客座傲的祈禱

212一@求主保障你的宗教及家私和善果o [畫、缺]

213一@慮其主颺你敬畏的川簣，恕t起你的罪迂，使你方

事大吉，扯扯順利o [敏]

一 0 二旅客登高娃、下平川吋念的聽筒

214一扎比爺說:“我們登高肘，念: (大贊洞" ]A商赴

下來肘又念: (清贊祠， "。

一 0 三旅客中邪肘店念的禱淘

215一天使己見証:我們又才真主的贊頌和感恩。非育我們

的主啊!求你伴閩我們，求你施恩予我們，求你使

我們免遭火刑。[穆]

一0四旅客下搧吋念的講淘

49



216一我以其主的完美言辭求妒佑，勿遭方有之搞. (穆)

一0五旅客返回耐的贊主淘

217一穆圭3*每當JA追征或正、副朝翻返回肘，每嵩山丘

或崎越小道肘念三遍z “大贊向"后念z “除真主外，

絕充血受崇拜的，極一元偶，回校阻他，贊頌蚵他，

完所不能.阻依之人，敬畏之人，悔罪之人，敬主

之人，我們是莽主的感費者。真主~戰他的活言，

援助他的扑民，狙自消束了E央軍。 (2)

一0六得到喜訊勻惡噩吋店念的禱洞

218一種主※過得到喜瓶肘就念z “感贊真主，所有福利

都是安拉的恩惠."對他昕到步噩吋就念z “每肘每

刻的贊頌全蚵于其主." (伊本西那圭iHI集)

一0七質量之貴

219- CD穆圭混混:“堆贊頌我一坎，主贊頌他十故。"(穆)

220一@穆圭按現z “你們不要把你們的住宅斐成垃墓，

不要把我的故墓斐成年舍，你們座對方我視福。充

拾你們在那里，哥拉都能昕見你們的祝福。"(艾、愛}

221一@穆圭※混z “逢人提我而不贊我者，硝系吝脅之

人0" (缺)

222一@穆圭按說z “安拉在大地上委派了i午多漫游的天

使，他們方我特述我民族的色主。"(奈、哈}

223一@穆差※況:“£~堆向我致4說安祠，，其主金特

so



我的東魂返体，回視他" (艾)

一OJ\. 宣揚“塞俯目"

224一@穆至※說:“你們欲避原因，必頰有信仰，欲有

信仰，必須互愛.我厲指示你們去宴行一件能增加

互愛的事好呵?那就是相互之間倩播 4塞倆目，和

平。" (穆)

225-(i)堆具各三件德性，權就能在得信仰的甜味。 1 、

自愿企正; 2、普及 4色主'; 3、周許貧民。(布)

226一@歐月之于阿布頓拉的持述:一人陶先知z “伊斯

主教有哪些忱鼠? "他說z “款持貧民，封你iA\R和

不趴垠的人道‘色主， 0 (2)

一0九封昇教徒的答札

227一有經的人向你道“塞倆目"的肘候，你們說:“你

們也同祥0" (2)

一一0 竭鴨、妒叫的吋念洞

228一道你們昕到萬時肘，座向其主折求恩惠，因均為見

到了天使。當你們昕到了妒叫肘，座向真主求妒佑，

免遭惡魔的m害，因~!1戶見到了惡虞。 (2)

一一一狗犬財的念淘

229一夜晚你們昕到了狗犬和伊叫肘，你們直向真主求

妒，因方它們見到了你們所未見的家西o (艾、曼)



一一二封于挨罵者直作的祈禱

226一穆三是※說=“主啊!凡是我寫泣的任何一+信士，

清你把我財他的漫蜀做方愛生日封他罪惡的清清勻

伶網 "0 (2)

一一三穆斯林衰弱穆斯林肘店說些什么

231一穆圭※說:“豈你們的一↑人免不了要表揚他的同

伴吋，如果他知道某人如此如此的好，那么，吐他

述祥衰弱z 我主人均某人更好，但其主是監妒者，在

真主面前我不敢說任何一↑人的忱品如此.....•.• 0 "

(穆)

一一四穆斯林受到雪冤吋店念的禱涓

232一主啊!由于他們的胡說清你不要責怪我，求你方我

恕僥他們因元知所犯的罪刑，清你使我超乎他們所

想像的善良者。(布)

一一五受戒者怎祥誦“自向店洞"

233一咱座你，主啊!咱皮你，吶座你，你狙一元偶，一

吹又一次的吶@你，贊頌福萍和統治杖都阻你所有，

你強一元偶。 (2)

一一六走到天房屋角吋念的“大贊切"

234一穆圭※騎著駱駝巡游天房每對走到屋角肘用手拿



的家西指著吻它，井念“大贊洞 "0 (布)

一一七在也門方向的屋角和黑石中間作

的祈禱

235一莽育我們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賞賜我們美好的生

活，在后世也賞賜我們美好的生活，求你保佑我們

兔受火獄的刑罰。(艾、愛)

一一八登上賽法、美力支雄山吋作的祈禱

236一穆圭※曾鐘以賽活口中出朱靠近賽法山吋，他便

念:“賽法和菱加維碗是真主的諒訊"0 (2:158) 他

]A真主制定的賽法卉始巡游，登土賽法面向天房而

念:“除真主外，絕元直受崇拜的，姐一元偶，回校

阻他，贊頌阻他，他是全能于方事的主。餘狙一的

真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他要跌了他的吽鉤，援

助了他的仆民，他狙自消束了脹率。"然后他向主祈

禱，又念美似的贊向三拔。然后下賽法山前往安局之

娃，登上菱怨誰山，面向天房作了在索法山上同祥

的祈禱。〔穆)

一一九阿賴法特日念的詩淘

237一穆主法說:“我以前的政先知念的最多的禱洞和我

念的轉向便是:除其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租一

元偶，囝杖勾贊頌只知他所有，他是全能方事的主。



(缺)

一二。在禁掠前的贊主調

238一穆蓋※輸了“益黨瓦"的路礎奔向禁掠，面向天房

作祈禱，念“大贊崗"、“以主崗"，直到天亮，太陌

升起前他返回。(穆)

一二一每投一顆石子念一遍“大贊洞"

239一對穆圭※靠近清真寺的第一小投石赴投石肘，他投

了七顆石子，每技一顆石子肘念一過“大贊崗"，然

后前避滑著朝向站下.攀高兩手作祈禱，至于走到

“阿黃拜"射石娃，也技七顆小石子，每投一顆念

一過“大贊崗"，他在述里不停耳上返回 o (2)

一二二棕菁、高失肘念的“贊湖"

240一@“贊主清淨"0 (2)
241一@“真主至大 "0 (布、敏、愛)

一二三遇到快眾之事店做的工作

242一穆圭※道義得喜訊的肘候，他札拜叩失，以表示感

謝安拉。 (3)

一二四患准肘念的禱淘

243一你把手放在疼痛赴，說三吹“奉其主尊名!"再說

七吹“ft求尊貴全能的真主保佑!兔除我所遭到的



痛苦去其后過症0" (穆)

一二五捏心以擴妒的眼神仿害別人肘店

念的榜海

244一道你們一令人的弟兄，及其他的生命或財戶使他養

薯的肘帳，他虛向他的弟兄祝裙，的磷嫉妒者的眼

神是館人的. (蛋、伊)

一二六恐慎吋念的贊淘

245一除其主外，續完直受崇拜的o (2)

一二七宰牲吋念的禱洞

246一舉其主尊名，其主至大， (主啊 1 .j主緬牲品是來自

你的，并蚵于你〉主啊!你接受麓的述一敵晶 o (穆)

一二J\. 均打音惡魔的詭計吋庇念的禱洞

247一仁慈的主啊!說以好人和杯人都需求你的完美的吉

薛求妒佑免遭你所造化的一切街害，降至于天，上

升于天的一切銜害，你造化在大地上、]A地上生長

出的一切街害，壘在磨瓏的街害，夜間敲門者的陷

害，除非帶來審訊的敵叮者 o (愛、伊本西那~iJ ll集)

一二九向主求撓、仟悔

248一@穆差混混 z “誓于其主，說每天向主悔迂井求恕



儷七十多狀。" (布)

249一@穆圭來說z “人們啊!你們向主悔罪，的積我每

天悔罪一百故。" (穆)

250一@穆圭※說z “唯念 4我向棉大是主求燒，除他外，

絕充僅受崇拜的，永生自立的，我向他悔罪!堆的

罪迂就全蒙赦免，即使l術陣脫逃之罪也耍。， "﹒〔艾、

敏、哈)

251 一@穆至※說z“真主I描近仆人的最佳肘間是五更前，

如果能在那↑肘阿氾主，你就行功吧!" (帳、奈、

哈)

252一@穆圭※說:“仆人最接近真主的肘候就是叩失的

肘候，所以你們要多多祈求真主。“(穆)

253 一@穆圭※說 z “我裳伺肘一日向主求燒一百坎，

“(穆)

一三0 贊主之貴

254一@穆差※混z “權每日念一百遍‘贊主清淨，感贊

他'，緒漠風多如海水的浮誅，真主必捨他一毫絢

鋪." (穆)

255一@穆圭按說:“權念z 陰真主外，絕充座受崇拜的，

過一元偶，根力和贊美蚵他所有，他是大能的主.

每日浦十拔，權等于釋放四l'以色列人." (2)

256一@穆畫來說z “兩旬活現起眾程而易卒，天都的盆

中重如泰山，至仁主喜愛元比，就是4贊主清淨，

感贊他'， 4贊頌倚大的主清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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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一@穆圭※說:“ 4贊主清淨'， 4方贊個主'， 4除真主

外，絕充座受崇拜的'， 4真主至大'。述几句贊祠，

括我看末，比太間所照之物，尤均可寰。" (穆)

258一@穆至※說:“你們每↑人每天能干一千件善功

呵?有人伺:“怎么能干一千件善功呢? "穆至※說:

“愈 4贊主清淨，一百狀，天便就方他氾汞一干件

善功，駒鋪一千件罪惡0" (穆)

259一@穆至※說:“權愈了 4贊主清淨，感贊他'，﹒真主

就方他在法國中植一顆專樹0" (敏、哈)

260一@穆至※說:“格斯之子阿布頓拉啊!說教你一旬

法因中宣藏式的珍吉，我說: '是啊，，穆至※說:

元法完力，唯依真主0" (2)

261一@穆至※說z “真主最喜愛的吉辭有四句z 先念哪

一旬都完妨， 4費主清掙'， 4盛贊真主'， 4除其主外，

絕充血受崇拜的'， 4其主至大0" (穆}

262一@有位多下人未見穆圭※并說道z “清你教我能念

的一句贊呵1" 穆蓋※說z “你念z ‘陰真主外，絕充

座受崇拜的，姐一完備'， 4真主最恃大'， 4一切贊

頌全如真主'， 4費主精掙'， 4莽育全世界的主'， 4完

浩完力，唯依傀腔、至睿的真主'".此人說z “這些

是屑于我的主宰的， JJ什么對我呢? "穆蓋雖說z

“你念z4主啊 1 求你恕償我、持桐瓷、引辱羹，供

非我.'" (穆}

263一@如果有人眾信奉伊斯主，穆至※就教授他札拜，

而且命令他念遠些轉向2 “主啊!求你恕燒我、特網



我、引辱我，錯我安康，賜我食祿。"井說z “逛一

轉向包容了今后兩世的一切需求。 n (穆)

264- (1)最貴的轉向是z 一切贊頌全阻真主。最貴的贊洞

是:除其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缺、伊、哈)

265-0有益的永存之吉是:“贊主清淨"，“感贊真主"，

“除真主外，絕充血受崇拜的"，“真主至大"，“元

法完力，唯依其主"0 (愛)

一三一穆至※拜后怎祥教念:“台斯必舍"

(贊主詞)

266一阿幕京之子阿布頓拉的持述:他說z “我看見穆至

※用右手教念: I贊主祠， nO (艾、缺)

一三二綜合性的札哲

267一穆差※視 z “睡賞的肘候不要址孩子出口，因方那

肘候惡廈遍地皆是.黃昏消失以后，他們就紛紛出

功，你們奉其主之名蓋上器血，扎黨水袋，美 n熄

好.邪魔不合解袋，不舍卉門，不合揭益，設有蓮

子，可庄一棍，井記主名，遠祥亦行 "0 (2)

折真主喝福、賜平安我們的主人穆罕默德且是其眷屑、

主n弟子的.

清高其主說z

“你們要折禱我，我就座答你們On (古主經) 40滔0)

穆圭(思主福安之〉說:“祈禱亦是一科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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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說z

“故你們過氾把我， (你們氾把書記)，我就泊位你們:你

們曳感謝我:不要孤負我on (古竺銓) 2:152)

穆差〈思主福安之〉說z

“述般特殊人物真忱秀".主n弟子的何z 主的使者啊!

忱秀者是唯?穆垂頭說:“他們是常記念真主的男女."

{穆斯林至引II~最)

說if]的主啊!求你不要聽羽我們，如果我們遺忘或蜻濃.

阿米乃

埠者于一九九九年古徐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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