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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 宗教的仪式与象征宗教的仪式与象征
引言：仪式与象征是宗教行为最最最最最最 。

人类的行为可可可可可可：

1.实用行为：日常生活工作劳动行为

2.沟通行为：人际关系沟通的管道

术 宗3.巫术或宗教行为

第二、三类最的可，是是是一套符号
表表表可心中的情感和欲望表表表可心中的情感和欲望。

如：祭品、祷告、点香都算是符号，总称为仪式行为。

仪式行为又可可可仪式行为又可可可：
文字描述
经典
传说

语词的象征
文字

字句 传说
译述
神话
世俗化

行动的象征

口语

字句

世俗化
神圣化

非字句

◎仪式、礼仪、庆典，可三最三三…

仪式
一个礼仪 (宗教)，较具体，

如：清水法会、代天巡狩、过火、烧王船

一个庆典 (宗教或非宗教)，
 较抽象，庆典范围较广

符号表达 中感情的动作 符号 以符号表达心中感情的动作、符号
 泛指一般仪式，

如：妈祖生的庆典如：妈祖生的庆典、
王爷公生的庆典

人类学者常常仪式可可可可可：

A. 跨越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跨 式 g
B.苦刑仪式 The Rites of Affliction
C.团契仪式 The Rites of Intensification

一、跨越最的的：

源源法国最表可的三 A ld G源源法国最表可的三 Arnold van Gennep，
他的著作《生命礼仪 Rites of Passage 1960》

影响一般社会科学家对社会行为的探讨甚巨影响一般社会科学家对社会行为的探讨甚巨。

Gennep 对宗教礼仪做做做做最定义：

人的 生从出生到死亡会经历许多生命周期的转变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会经历许多生命周期的转变，

每一个生命周期的转变都会带来心理的压力和危机，

如出生 成年 结婚 亲人的病亡如出生、成年、结婚、亲人的病亡。

表可可做强化心理最的的，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生命的关口，

会会的一以仪式、使是一以符号来来来。会会的 以仪式 使是 以符号来来来

Gennep说说表可说是生命的礼俗中最可中中中，

来跨越生命的危机 –隔离、过渡、整合，来跨越生命的危机 隔离、过渡、整合，
 不论原始或文明的社会，一定会经过这三个阶段，

只是每个阶段的着重、强度不同只是每个阶段的着重、强度不同

 生物生命的成长是延续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则有分割的段落



跨越生命的段落

仪式 仪式 仪式

第一中第第：意意意个人或社群隔离最象征性行为，

是从过去社会结构中的定点 或从一个稳定的文化情境隔离是从过去社会结构中的定点、或从一个稳定的文化情境隔离。

第第中第第：则是会则中介状态时，

仪式的通过者或中介者最意识就就就模棱两可，仪式的通过者或中介者最意识就就就模棱两可，

他会经历一种领域不属过去或未来文化状况的属性，

夹杂在各种有明确定义的文化类别中夹杂在各种有明确定义的文化类别中，

觉得不属于任何明确的文化类别。

第可中第第：是当事者通过仪式后，就回归到源自第可中第第：是当事者通过仪式后，就回归到源自

凡俗或神圣最的会中的的，重新处处一中稳定最的的，

 意识到具有明确定义的社会结构中 具有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意识到具有明确定义的社会结构中，具有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同时被期待行为举止能符合所熟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第、苦刑最的的：

英英英英表可的三 H b t S 可分原始社会英英英英表可的三 Herbert Spencer 可分原始社会
表可对死亡的恐惧是是可是主观与客观最是的，

发现除了本身之外 还有「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发现除了本身之外，还有「另一个自我」的存在 –
other-self，这个观念即是「灵魂」存在的由来，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亡魂的祭祀与崇拜。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亡魂的祭祀与崇拜。

神的神 Paul Tillich 提提提一中对人类存在威胁的焦虑，

是犯罪之后，害怕被定罪恐惧。是犯罪之后，害怕被定罪恐惧。
人类不仅被赋予肉体的存在，

还有精神实体的存在。还有精神实体的存在。

换换换，他最存在经常提醒他：

他必须成为 to be、他应该成为 ought to be 的那种人，g ，

即他必须实现自己良知规范的目标。

一一他失去这种能力，他自己就就就自己的审判官，

指控自己，产生犯罪之后被定罪的恐惧与焦虑。

人类经常用苦刑的仪式疏解这种焦虑，

待 救赎期待自己的罪债得以救赎，

尤尤做对死亡的威胁，以这定罪的焦虑更更更英。

印度北北最北北哈沃耳，每每第每一每每每英每每以每，

举的「Kumba Mela」印度教中最中最最中中。

成千上 的信徒聚集此地 在冰冷的河流中沐浴成千上万的信徒聚集此地，在冰冷的河流中沐浴，

独居洞穴中静坐，头顶炙热的煤炭冥想，

挑战体能极限 超脱肉体 出凡入圣挑战体能极限，超脱肉体，出凡入圣。

马来西亚首首吉隆坡市市市一神市黑风洞
称 B t C 每每每每每每第每每称 Batu Caves，每每每每每每第每每

举的举举举 Thaipulsan 最的的，

向他们的神许愿的人要背负一种苦刑具向他们的神许愿的人要背负一种苦刑具

称「Kavadis」，许愿者挑在肩上，

用大型的钢钩穿透肌肉悬挂一身的祭品用大型的钢钩穿透肌肉悬挂 身的祭品，

状极残忍，他们却乐此不疲。

可、团契的的：一个社会团体藉用一些象征、仪式行为

使团体更契合 更有向 力 它可可可可可使团体更契合，更有向心力。它可可可可可：

A.周期性的的：有些是宗教的，有些跨出宗教成为世俗仪式。

家庭式最的的 祖先崇拜1. 家庭式最的的 - 祖先崇拜，

藉祖先忌日，同同同同最表同同每一在祭祀祖灵，

市说有最象征性行为：分食祭肉市说有最象征性行为：分食祭肉。

每年对祖先春秋二祭后，将祭物烹为宴席，

同宗同族的人一起饮宴 称之「吃公」同宗同族的人一起饮宴，称之「吃公」，

「吃公」最的可强化他他是属同宗同族的会意社。

2 社区性最的的2.社区性最的的

同一村落、社区、城镇，

传统上有三年一小祭 五年一大祭传统上有三年 小祭、五年 大祭，

如：城隍出巡、范将军 (七爷)、

谢将军 (八爷)、妈祖出巡绕境，谢将军 ( 爷)、妈祖出巡绕境，

即是可最整合社会群体。



3. 经济性最的的 – 播这、收收，如原住民布农族
有 百多个农业祭 结合很多不同的农业团体有一百多个农业祭，结合很多不同的农业团体。

4. 政治性最的的 – 政治性群体藉神力来来来英神来来，

如 祭天坛 地坛 泰山 神圣或凡俗很难分别如：祭天坛、地坛、泰山，神圣或凡俗很难分别。

市以英神市动员月会、国父纪念周，

藉大家在一起的机会促进信心 感情的交流藉大家在 起的机会促进信心、感情的交流，

把 message 讯息传出去，如藉国旗传达爱国心。

B 偶发性最的的 表的经常市波折、天灾、人祸，B. 偶发性最的的 – 表的经常市波折、天灾、人祸，

每一每偶发事件会打破原来的的会三三，

此时要藉仪式整合全体，如很多部落族群遇天灾、人祸，此时要藉仪式整合全体，如很多部落族群遇天灾、人祸，

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变，一定有大祭祀的宗教活动。

C. 开业的的、加入的的开业的的 加入的的

 如迎新，使新加入的团员对团体产生认同

 原始部落族群新成员加入都会举行仪式，

让他们认同加入的团体

结论：公每公每可公公每公，

以色列民族寄寄每埃及地已市已已可每每换已 (提每第4)以色列民族寄寄每埃及地已市已已可每每换已 (提每第4) ，
 受法老王统治，被强迫去建造比东、兰塞两个积货城，

只是他们越发受害，人口越发增多，越发蔓延在埃及地只是他们越发受害，人口越发增多，越发蔓延在埃及地

 埃及法老王害怕以色列人强盛起来，凌驾他们之上，

成为他们政权的威胁，便设置各种巧计，预期消灭他们

届时以色列人所相信的神称可雅巍 Yahweh，
是「惟尊一神论」最同举的的，

兴在一最逾越节换宗教礼仪 the rite of pass-Over：
雅巍之神启示百姓，每一个家庭宰杀一只羔羊，

把血涂抹在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做记号把血涂抹在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做记号

 当施行审判击杀埃及地所有头生生命的那一个晚上，

看见有抹血做记号的家就越过去 灾殃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看见有抹血做记号的家就越过去，灾殃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

以中逾越节之礼仪形形做以色列民族的风俗节庆，

提供他们社会集体意识：相信当面临危急存亡之秋提供他们社会集体意识：相信当面临危急存亡之秋，

他们所信仰的雅巍之神，会帮助他们跨越生命危机的关口。

耶稣每犹太人习俗的逾越节换之，被逮捕杀害，

钉钉每每钉钉钉 形可救赎人类最羔羊钉钉每每钉钉钉，形可救赎人类最羔羊。

人类生命成长的过程，必定会面临生命周期的变化，

这些变化必然带来压力 危机 灾祸和死亡这些变化必然带来压力、危机、灾祸和死亡。

耶稣最钉十字架，预表表可人人祂可生命的主宰者，

便常中表有限的生命置换的钉换置。便常中表有限的生命置换的钉换置。

有限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约每第24)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约每第24)

耶耶耶耶最耶耶三保罗宣宣：「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已10)」(林后 )

是因因因因可以夸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已8~9)

逾越节节中最的的节节，赋与表可「生之勇气」 ，

散播跨越 pass-Over 的钉三生最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