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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社會意識為基礎之功能論
A. 法國社會學派以涂爾幹 (1854-1917)為代表：
1. 宗教內的許多神聖的物與像，
 實際上就是象徵 (symbol) 或是代表
 亦可解釋為社會集體意識，
象
象徵的對象就是社會本身
對象 是社會本身
2. 原始人的圖騰信仰，
 是對於他所生存的社會群體
產生一種共同的感情
 所崇拜的象徵物即是所象徵的社會群體
圖騰信仰在演進的過程世俗化後，
轉化為某 個社會群體的標誌或記號
轉化為某一個社會群體的標誌或記號，
一個國家的國旗、一個結社的旗幟，
對其社群而言均具有深厚的感情。
對其社群而言均具有深厚的感情

引言：
因受到物種進化論的影響，加上各種
土著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田野調查報告的出爐，
土著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田野調查報告的出爐
 十九世紀的後半，宗教人類學者比較偏重於
以進化論的觀點分析宗教起源
 英國人類學之父泰勒是最具影響力的一 位，
認為人類最原始宗教信仰的形式是泛靈信仰 (Animism)，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化，信仰的形式便逐漸複雜化演變成
鬼魂信仰 祖先崇拜 多神信仰，
鬼魂信仰、祖先崇拜、多神信仰，
最後才有文明社會一神信仰的出現。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功能派的學者興起，
 主張一味的追求宗教起源論將會徒勞無功
 應該尋找宗教對人類的心理與社會之功能為何，
應該尋找宗教對人類的心理與社會之功能為何
才能認知宗教本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B. 第二位代表人物是
英國人類學者布朗 (1881-1945)
與馬林諾斯基，
他們兩人開創傳統的田野工作，
長期居住田野，
倡導現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
導 在 類學 參與觀察
1906-08 在印度洋的安達曼島上作田野調查，

觀察島上的婦女在分娩前後一段時間，
遵守若干儀式性的禁忌 – 不吃猴肉、龜肉
 遵守禁忌是對其社會習俗的服從，
布朗認為宗教儀式具有鞏固社會規範、
布朗認為宗教儀式具有鞏固社會規範
維持社會制度的功能


二、以心理意識為基礎之功能論
A. 德國心理學家弗洛以德 (Sigmud Freud1856-1939) 為代表，
認為人類從幼兒到成長的過程，
常常發生戀母弒父叢結：
男孩子成長的心路歷程，
 第一個愛上的女人是自己的母親
 發現父親是他與母親感情之間的阻礙
但是男孩殺父之後，產生後悔、矛盾的心理，
為舒解心理困境，即找出一物代表其父來敬拜，
 才出現圖騰崇拜，禁止殺圖騰之物
 並延伸至同圖騰的男女不得結婚，
深怕犯亂倫之錯
Freud 認為社會制度經常是
個體成長心路歷程的 種表現
個體成長心路歷程的一種表現。

三、現代新功能論
A. 生存的功能：對抗天然環境。
人類求生存的過程，
會面臨天災、人禍、疾病、傷亡
等類之困境與挫折，
宗教信仰能適時給予人類某種助力，
讓人獲得信心奮鬥生存下去。
B. 整合的功能：對抗敵對之社會群體。
人類具有社會性，喜歡群集而居，
類 有 會
喜歡群集而
宗教的存在發揮了整合群體，
 對抗外來侵害的敵群
 鞏固社會規範之作用

B. 英國功能派學者馬林諾斯基 (1884-1942)
主張宗教儀式、社會制度
是為了滿足個人心理某種需要。
1914 到新幾內亞北端初布蘭島作田野調察，
到新幾內亞北端初布蘭島作田野調察
發現島上的漁民遇有大風浪的時刻，
才請巫師進行巫術 巫師的儀式為要
才請巫師進行巫術，巫師的儀式為要
彌補因捕魚的技術不佳，而起的焦慮的補強作用，
增強漁民與海洋博鬥的信心。
C. 荷蘭的學者范瑾尼，
1912 出版一本書《The Rite of Passage》，
指出人的一生從出生、成長結婚、生老病死，
會經歷許多生命週期的變化，
同時出現許多關口和危機，
透過宗教儀式的幫助 增強信心 跨越關口
透過宗教儀式的幫助，增強信心，跨越關口。

C. 認知的功能：對抗自我死亡的衝動。
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知識普化，
宗教的生存與整合的功能，
就因科學技術的發達、
就因科學技術的發達
社會制度與法律的完備，
而逐漸減退其重要性。
宗教認知的功能，突顯為重要。
認知的功能是指
體認人生的意義的價值
體認人生的意義的價值，
追求完美人生目標。
人類未得認知的功能
人類未得認知的功能，
生命會失去指標與方向，
易於趨向自戕或精神崩潰。

四、台灣民間宗教正反功能
A. 心理活動：
1. 民間宗教的許多宗教儀式，
如：收驚、補運、安斗、箕、命卦，
驚
箕 命
具有安撫人心、輔導心理平衡之作用
2 因缺乏現代化之知識教育，
2.
因缺乏現代化之知識教育
易導致迷信神醫、懼怕鬼靈、妨害社會進步
B 社會意識：
B.
社會意識
1. 時代的大環境動亂不安時，民間宗教
具有整合社會群體，強化群體意識之功能
2. 同時亦會塑造許多地方自主性的社會群體，
 指一個社會中對他們自已的事務
有最後處置的決定權
 對整體大社會而言
對整體大社會而言，容易產生社會分化作用，
容易產生社會分化作用
自主性的社會群體越多，國家越難統一

五、內含功能與外顯功能
人類學學者在進行田野調查實地研究時 要注意兩種不同的功能
人類學學者在進行田野調查實地研究時，要注意兩種不同的功能…
A. 內含的功能：
研究者經過客觀研究 分析之後 瞭解其社會或心理的功能
研究者經過客觀研究、分析之後，瞭解其社會或心理的功能。
例：中原的男子往雲南地區少數民族經商做生意，
愛上當地的女孩子 女孩子隨即委身同居
愛上當地的女孩子，女孩子隨即委身同居。
當漢家郎要回中原老家探望時，
女孩子會施予一種稱為「蠱」的巫術
女孩子會施予一種稱為
蠱」的巫術 –
將蠱毒暗中滲入情郎的食物。
情郎返鄉 段時間 若不再回到女孩子身邊
情郎返鄉一段時間，若不再回到女孩子身邊
接受解毒的手續，情郎即有生命危險。
這種巫術在當地社會被公認的，經學者進行田野調查
這種巫術在當地社會被公認的
經學者進行田野調查
發現它有一種內含的社會功能：
 婚前自由性行為的社會中，婚姻得到保障與維持
婚前自由性行為的社會中 婚姻得到保障與維持
 對當事者而言具有「漢家郎不薄情」的心理期待

C. 經濟價值：
1 拓荒時期，或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1.
拓荒時期 或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民間宗教的信仰能賦予安全感、穩定人心、團結合作，
產生「安份守己，勤奮耕耘 之勞工動力，
產生「安份守己，勤奮耕耘」之勞工動力，
帶來社會繁榮，經濟發展。
2 宗教拜拜活動，如進香
2.
宗教拜拜活動，如進香、做醮、拜斗法會，金錢的浪費，
做醮 拜斗法會，金錢的浪費，
物質耗損，會產生生態反饋循環。
籃村生態反饋循環系統

自然環境
水、地理位置、土壤
水
地理位置 土壤

工藝技術

轉變

自然資源
水利
水利…

社會組織
武館、政治…
價值體系
宗教信仰活動…

每個變數都不斷的受
其他變數的影響。
例如村民不積極尋求
水利工程之改善，用
於儀式上的錢甚多，
於儀式上的錢甚多
使得他們無法累積足
夠資金來從事開鑿水
井等改善水利的設施
善

B. 外顯的功能
被研究者本身感受到的心理活動。
例：中國的風水論，
從內含的功能而言，
風水會使傳統的社會
保存合理的生態調適，
挖山、修河、坐山、臨水，才有實際的意義。
對當事人而言，
 重視龍穴的巫術性風水，
期待好風水會助長家運，
這即是外顯功能
 如果只期望好風水助家運而不努力工作，
風水使社會制度退步 便產生負面功能
風水使社會制度退步，便產生負面功能

六、人類的生存會面臨的三種焦慮
神學家田立克 Paul Tillich 在他《生之勇氣》的著作中，
特別顯明人類生命實體的存在常常受到「空無」的威脅，
「空無」威脅人類本體上的自我肯定
「空無 威脅人類本體上的自我肯定
 相對地來看是命運，絕對地來看即是死亡
它威脅人類精神上的自我肯定，
 相對地來看是空無的感覺
 絕對地來看即是生命的無意義
它威脅人類道德上的自我肯定，
 相對地來看是人的罪債
 絕對地來看即是人的被定罪
對於三重威脅的自覺所造成的焦懼也以三種形式出現：
命運與死亡(死亡的焦懼)、
空虛與無意義(無意義的焦懼)
空虛與無意義(無意義的焦懼)、
罪債與定罪(定罪的焦懼)的三種焦慮。

問題討論：
問題討論
一、瞭解宗教的功能對社區的關懷有何益處？
二、神學家田立克 Paul Tillich 提出的人類三種焦慮，
找出聖經相關的經文給予對應。
找出聖經相關的經文給予對應
三、討論宗教的跨越、苦刑、團契三個儀式，
三
討論宗教的跨越 苦刑 團契三個儀式，
對人類心靈產生何種功能？
基督教有那些儀式可幫助對應？
四、討論老師介紹的壓勝物，基督徒可否適用？
四
討論老師介紹的壓勝物 基督徒可否適用？
基督教有那些代替性的功能符號？

A. 命運與死亡的焦慮
1.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患
2. 談的禁忌，如：四號、四車、四樓
B 空虛與無意義的焦慮
B.
1. 傳道書：所羅門王的空虛
2 存在主義海明威：《老人與海》
2.
C. 犯罪與定罪的焦慮
1 台灣、日本因墮胎、嬰靈廟林立
1.
2. 日本軍人與慰安婦
七、結論：
人類需要 位終極關懷的對象 即 命存在的源頭
人類需要一位終極關懷的對象，即生命存在的源頭。
 道成肉身的耶穌是人類的終極關懷
 帶給信仰者豐盛生命的內涵，
以及對生命自我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