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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触律
E 用穿过的衣服、头发、指甲、
Ex.
用穿过的衣服 头发 指甲
掉落的牙齿、脚印加以施法。
新几内亚的土族以做做做做做，
最害害排泄物被英被被被被。
C.交感律
C
交感律
因感应而而生称巫术。
英英人以人人的交感力量，
预期达生自己能力不及之目的即即巫术 。
Ex. 汉人常把祖先的棺木或骨罐
埋在自信满有地气的地理位置上，
即 感
地气即会感应在子孙的身上。
Frazer 的的的的的英英的的，宗教的演进即单一线演化论派，

他认为所有人类文化都是经过相同的阶段，
他认为所有
类 化都是 过相同的阶段，
从野蛮进入文明、演进的速度不一。

一、巫术的本质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James George
g Frazer 主主
 巫术 magic是人类最早存在的宗教形式
 因为巫术的操作失灵才引起恐惧、失望，
而想到冥冥之中具有一超自然力量可利用，
以克服困难、生生生生生生
他的他他《Golden Bough 金枝篇》
道道道道道道道巫术不道不不三个定律：
A.相似律
以以以以以道的 magic 称称模拟巫术，
Ex. 制作草人对对英施法
施 ，
写仇人名字、或生辰八字在其上，用针插入心的位置，
口念咒语咒诅之，仇人就会受伤。
念咒语咒诅之 仇人就会受伤

二、巫术的种类与功能

A. 以功用原则来来英：
的的的，
1. 有生产性的的的
Ex. 打猎、乞雨、求爱
2. 保护性的的的，对自己财产的保护，
别人看到他作巫术就不敢来破坏。
Ex.收税的巫术，
菲律宾土人防病、预防被鬼、外物侵入
3. 害人的的的：破坏风水、伤人
B. 巫术的功能：
社会学的论功能可来的可可：
1. 外显功能：被研究者自己意识到的
2.内显功能：研究者研究、分析、了解
整社会结构之后 才知道的
整社会结构之后，才知道的

Ex. 中英中中中中苗族常常常「蛊」的的的，
控控控中中中中控他的汉人男子。
汉人男子常与苗女相好之后，想返回内地，
苗女规定期限返回，
苗女规定期限返回
暗中将蜈蚣放入罐内以生毒，称之「蛊」，
而置于食物中给男子吃。
而置于食物中给男子吃
期期一生男子必要从内地返回才道解药，称称「放蛊」 ，
使汉家郎不薄情，
使汉家郎不薄情
使婚前自由性行为的社会，婚后才能安定。
Ex 风水、龙穴 ：好风水会会会会，常使使使会道使的
Ex.
生态环境的的的：道英的的有道好风水，
就就改河道、挖山堆，常
常住宅靠山面海。
若信风水、不努力，只依赖床位、桌子放在好方位，
即有好运，这种
即有好
， 种 magic
g 就会产生负面功能，
会产 负面功能，
使社会制度退化或迷信。

A. 宗教震颤
1. 幻觉、精神异常，
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2 歇斯底里症的的他
2.
3. 精神恍惚，
自己的意识被另外的灵体意识取代
Ex. 乩童被被的神明附体，
如：太子爷 妈祖 关公
如：太子爷、妈祖、关公
常会以
4.
梦魇
B.舌语
B
舌语
一一英在一一一常一一做，不不精神恍惚，
且会且一一他
且会且
一他平常不会说的话，
常被英被的神灵附体。
如：神语、古语、兽语、无意语、
：神 、古 、兽 、 意 、
外国语、翻译舌音

2.正面功功、负面功功：
E 台中大里市詹厝园仙师公的收惊，
Ex.
台中大里市詹厝园仙师公的收惊
正面功能：疏解心里压力
负面功能 病不得医治 产生恐惧不安的心理
负面功能：病不得医治，产生恐惧不安的心理
Ex. 兰屿雅美族人鬼魂的观念，家人快快快快，
要把身驱抬到墓园 任凭生死 鬼魂才不会留住在家里
要把身驱抬到墓园、任凭生死，鬼魂才不会留住在家里
三、巫师 magician 与祭司 priest 称之
1 巫师：他的的的英，
1.
或称 shaman 是宗教仪式执行者，
力量是直接从神而来的 非记忆或承继的
力量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非记忆或承继的
2.祭司：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地位通常是由继承及学习而来的，
位通常是 继承及学习 来的，
他有经典化和标准化的整套仪式
在在在使会 道有异于常人的人，阴阳人、盲人，
在在在使会，道有
他他有别于常人的人格特征，以神与人称之的沟通者…

四、台湾的巫师大大可分两类

A. 无精神恍惚
精神恍惚英
1. 法师：把神意传给人
2 占卜者、算命师
2.
3. 道士：红头司公 – 延生，乌头司公 – 度死
B. 有精神恍惚英
1. 乩童：
 每次起童前，总会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默默不语，
每次起童前 总会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默默不语
双手分别撑着两边大腿
 与他搭配的法师，又称桌头、竖桌头、坛头，
与他搭配的法师 又称桌头 竖桌头 坛头
开始摇令旗、晃法铃、念咒术，
「打金鼓」请神「降坛」附身在乩童身上
 并准备待会乩童要用的毛笔、朱墨与金纸
 大约过了数十分钟后，坐在长条椅上、
约过了数十分钟后， 在长条椅 、
低头不语的乩童就开始躁动起来…

B. 有精神恍惚英
1. 乩童：
「跳坛」，两脚着地，低头晃脑，身体
持续性抖动 上下跳动摇晃 嘴里喃喃自语
持续性抖动，上下跳动摇晃，嘴里喃喃自语
 乩童起身「走脚步」 ，走到神桌前
 法师同时也将长条椅拿到神桌前，乩童坐定于神桌前
法师同时也将长条椅拿到神桌前 乩童坐定于神桌前
且低头摇晃，用双手频拍桌面以示「叫坛」
 在乩童、法师各就各位后，问神的信众便应法师呼名，
在乩童 法师各就各位后 问神的信众便应法师呼名
到神桌边请示疑难杂症、指点迷津
 就在法师与乩童的
就在法师与乩童的一唱一和下，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师就
唱 和下，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师就
一一地解读了神明传达给乩童的「神话术语」，
 通常乩童所说的话,常人是听不懂的
,
 乩童边念边在金纸上画写符咒
 信众在法师解读「乩示」后，拿了符录、
将供奉给神明的金银纸烧化，付费用给法师,即可离去

五、乩童的世界观与与心理辅导的的的
乩童西伯利亚土著语
乩童
伯利 土 语称 shaman 萨满，的发另通古斯族，
他他他道一一人格特质：
经并宗教仪式的刺激或暗示，即即即
即即即精神恍惚状态。
 同样信仰族群，相信他们具有交鬼、通灵…的功能
 非相同宗教体系的族群，认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非相同宗教体系的族群 认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A. 乩童即是是形成的？
第 英：具有先天性精神异常状态者，受到外界
第一英：
具有先天性精神异常状态者 受到外界
宗教仪式、或符号的刺激，极易进入恍惚状态
第二英：长久受到文化背景的宗教符号所暗示，
长久受到文化背景的宗教符号所暗示
潜在意识中具有进入精神恍惚状态的倾向。
乡一英中乡乡乡，一之
英中乡乡乡
之王爷庙
Ex 高高高高萣乡
Ex.
即进与乡，香香香香、常道庙会游行队伍。
长期受到锣鼓声的暗示、刺激， 有神明
长期受到锣鼓声的暗示、刺激，一有神明出巡，
，
全班学生会起童，摆出乩童踩七星步姿态。

2. 尪姨 (女女女女)：一一精精、替英招亡魂(亡亡亡亡英)，
多
多半是女人，俗称：「牵亡」把阴间的亡魂叫出来
「牵亡
来
3. 另一一另另可英称之「扶乩」或「扶鸾」，
拿 枝笔在砂盘上写字 但不进入精神恍惚状态
拿一枝笔在砂盘上写字，但不进入精神恍惚状态。
Ex. 鸾友，以作法之别分类
4 乩童之术：含盖跳童、落地府、驱邪、脱身、过火、
4.
含盖跳童 落地府 驱邪 脱身 过火
贡王、进花园、讨嗣，包括解决所有疑难杂症，
并且并并私人神坛的的会、可以改运途、消消消消
C. 为团体作法：拜一拜拜、道出，
乩童通常会进入昏迷的状态，
乩童通常会进入昏迷的状态
拿刀、钉球、 沙鱼剑打自己身体
D 替个人医病：不会不不不不不亡，
D.
只进入精神恍惚状态替神说话，
指示病人吃药

第三英：即常专业训练的的的栽培灵媒，
 学习的项目有「打金鼓、踏脚步、
念咒语、画符录、操法器…
念咒
、 符录、操法器 」
 乩童的法务由「生童」成为「熟童」
 操法器可分七星剑、鲨鱼剑、
狼牙棒、月眉斧、刺球等

Ex. 中南高南之南南南受天宫的的的。
民英67 年8 月的生三南女女与会月
因「坐禁」而死亡的命案。
该该该法师使传坐禁方法、传授法术，
结果，禁坐的密室被封闭、空气不通，
三天后死亡。

B. 乩童的世界观

C. 心理辅导的的的

1. 世界观的定义：
指一个社群对自己、事物、人群、宇宙及其彼此的关系，
赖以生存的一套观念
套观念
2. 文化人类学的
「群」与「格」的的的四个象限可来的：
公义、私情、因果、个人
四种世界观
种世界观
3. 灵媒的世界观
即是另「私情」与「因果」
混合的道道的。
 相信可以借着与私人有亲密关系的
神明之神力，驱邪赶鬼
 相对地也会去伤害其他的社会族群

结语：爱的辅导有持之以恒，
因为乩童之形成正如「冰冻三尺非 日之寒」
因为乩童之形成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要要上帝的话：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约约18
18~19)
19)
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申申申9~13)
基督徒有以属灵的争夺战把他他灵魂挽挽挽来。

1. 以「悲天悯人」的的一关心他们，
大部份的乩童来自「支离破碎」的家庭，
成长过程心灵受到严重伤害。
跳童扶乩的的的在的的的使会并不受尊重。
2. 乩童即灵界的争战者，
常常在可常的常常常常，并过过过极大压力。
投入这门行业者，常承袭入门时宣示带来的咒诅：
者 常 袭
带来
「绝子绝孙、后代无好死」，
辅导者有要要灵界争战的知识与武装装备。
3. 被以爱心与智慧的的的，
并藉以教育 改变其思想的模式
并藉以教育，改变其思想的模式。
4. 辅导他他他过就业训练，
稳
稳固他们经济来源，生活正常化、社会化。
们 济来
常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