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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以看见新月，或完美三十天和规定证人的数目来确定斋月的进

入，以及一名女子的见证的断法 

怎样确定莱麦丹月的进入，如何认识新月？ 

奉普慈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愿真主赐予使者

及其家属，众圣门弟子，以及遵循其引导的人幸福，平安。 

所有学者一致公认，以观看新月莱麦丹月的到来。因为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说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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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سلم �خرجه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

挡挡挡挡，，，，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完满当完满当完满当完满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

①①①①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بن حباF �خرجه .»ثالث0 فصومو� عليكم غم فإ� لر#يته &)فطر&� لر#يته صومو�«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

挡挡挡挡，，，，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封当封当封当封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的斋的斋的斋的斋。。。。””””

②②②②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ثالث0 شعبا� عد, فأكملو�«
ً
 �JخاGH �خرجه .»يوما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完满伊历八月的当完满伊历八月的当完满伊历八月的当完满伊历八月的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

③③③③
这里的目的是见月封斋，

见月开斋，如果没有看到月，那么，必须完满伊历八月的三十天，

然后再封斋；如果在伊历九月没有看到新月，那么，必须完满地封

三十天的斋。如果见到了新月，一切都清楚了。一切赞颂全归真

主。 

如果在伊历八月的第三十个夜晚看到了莱麦丹的新月，那么，

穆斯林必须封斋，伊历的八月就为小月；同样，如果在伊历九月的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081 段 ②《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3457 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19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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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个夜晚看到了新月，那么，他们在封满第二十九天的斋之后

就开斋了。如果都没有看到新月，那么，他们必须完满伊历八月的

三十天，和完满伊历九月的三十天，遵循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教导： 

 »�لعد, فأكملو� عليكم غم فإ� لر#يته &)فطر&� لر#يته صومو�«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见新月封斋，，，，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当当当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开斋。。。。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你们遇到遮

挡挡挡挡，，，，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完满当完满当完满当完满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

④④④④
这指的是伊历的八月，在另一传述中专

指是伊历的九月： 

»� .»ثالث0 فصومو� عليكم غم فإ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们遇到遮挡你们遇到遮挡你们遇到遮挡你们遇到遮挡，，，，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封当封当封当封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三十天的斋的斋的斋的斋。。。。””””

⑤⑤⑤⑤
进入莱麦丹月

的新月由一个证人确定，大多数学者都主张他必须是一个公正的见

证人。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مر فصاF G)يته )E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 فأخA� BCال� ��ا@ تر�<=«: عنهما �هللا KH عمر �بن عن

� �خرجه.»بالصياG ��ا@��� �بو 

““““人们都看到了新月人们都看到了新月人们都看到了新月人们都看到了新月，，，，我告诉先知我告诉先知我告诉先知我告诉先知（（（（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

安安安安））））说我看见了新月说我看见了新月说我看见了新月说我看见了新月，，，，他就封了斋他就封了斋他就封了斋他就封了斋，，，，并且还命令人们封斋并且还命令人们封斋并且还命令人们封斋并且还命令人们封斋。。。。””””

⑥⑥⑥⑥
根据

正确的圣训传述，一个贝都因人来到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跟前，见证自己看到了新月，先知先知先知先知（（（（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

安安安安））））说说说说：：：：    

 �خرجه .»بالصياG فأمر« نعمM: قا�» �هللا Fسو� &)E �هللا� Nال M ال )� )تشهد«: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

GمذQل� 

““““你作证你作证你作证你作证：：：：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绝无应受崇拜的绝无应受崇拜的绝无应受崇拜的，，，，我是真主的使者我是真主的使者我是真主的使者我是真主的使者

吗吗吗吗？？？？””””他说：“是的。”““““于是他就命令人们封斋了于是他就命令人们封斋了于是他就命令人们封斋了于是他就命令人们封斋了。。。。””””

⑦⑦⑦⑦
 

如果有公正的人看到了入斋的新月，那么，就必须封斋；至于

斋月结束的新月，必须有两个公正的证人，其它的月份也是如此，

                                                 ④《穆斯林圣训集》第 1081 段 ⑤《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3457 段 ⑥《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42 段 ⑦《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6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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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两个公正的人证明，因为先知先知先知先知（（（（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并使其平安安安安

））））曾说曾说曾说曾说：：：：    

 ��لنساR �:د �خرجه .»&)فطر&� فصومو� شاهد�� شهد فإ�«: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قا�

““““如果有两个如果有两个如果有两个如果有两个证人作证证人作证证人作证证人作证，，，，你们当封斋你们当封斋你们当封斋你们当封斋，，，，你们当开斋你们当开斋你们当开斋你们当开斋。。。。””””

⑧⑧⑧⑧
哈里

斯·本·哈兑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فإ� للر#ية ننسك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هللا Fسو� SNنا عهد«:قا� �نه عنه �هللا KH حاطب بن �TاSH عن

� �خرجه.»بشها\تهما نسكنا عد� شاهد� &شهد نرY لم��� �بو 

““““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命令我们见月朝觐命令我们见月朝觐命令我们见月朝觐命令我们见月朝觐；；；；

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新看到新看到新看到新月月月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由两位公正的人由两位公正的人由两位公正的人由两位公正的人见证见证见证见证看看看看月月月月，，，，我们则我们则我们则我们则

根据他俩的见证而根据他俩的见证而根据他俩的见证而根据他俩的见证而朝觐朝觐朝觐朝觐。。。。””””

⑨⑨⑨⑨
    

这里的宗旨是斋月的结束以及其它的月份，都必须要有两个公

正的人证明。至于莱麦丹月的进入，根据前代的圣训学家们主张，

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即可。 

针对莱麦丹月的进入，是否像接受一个男子的见证那样接受一

个妇女的见证？学者们对此有两种观点： 

其中有人接受她的见证，就像接受一个妇女传述的圣训那样，

如果她是可信赖。有些人不接受她的见证，在这一篇中，学者们最

终的偏重点是不接受她的见证。因为这方面是专归男性的，也是男

性独有的，应由男人去看月，他们最知道这件事情，也最了解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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