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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 宗教宗教的儀式與象徵的儀式與象徵

引言：儀式與象徵是宗教行為最主要的項目 。

人類的行為可分為三大類：

1. 實用行為：日常生活工作勞動行為

2. 溝通行為：人際關係溝通的管道

3. 巫術或宗教行為

第二、三類的行為，是借用一套符號

表達人類心中的情感和慾望表達人類心中的情感和慾望。

如：祭品、禱告、點香都算是符號，總稱為儀式行為。

儀式行為又可分為儀式行為又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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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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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式、禮儀、慶典，三者的關係 …

儀式

一個禮儀(宗教)，較具體，

如：清水法會、代天巡狩、過火、燒王船

一個慶典(宗教或非宗教)，

較抽象，慶典範圍較廣

表以符號表達心中感情的動作、符號

泛指一般儀式，

如：媽祖生的慶典、如：媽祖生的慶典、

王爺公生的慶典

人類學者常把儀式分為三大類：

A. 跨越儀式 The Rites of Passage跨越儀式 g
B. 苦刑儀式 The Rites of Affliction 
C. 團契儀式 The Rites of Intensification 

一、跨越的儀式：

源自法國的人類學者 A ld G源自法國的人類學者 Arnold van Gennep，
他的著作《生命禮儀 Rites of Passage 1960》

影響一般社會科學家對社會行為的探討甚巨。影響一般社會科學家對社會行為的探討甚巨。

Gennep 對宗教禮儀做了下面的定義：

人的 生從出生到死亡會經歷許多生命週期的轉變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會經歷許多生命週期的轉變，

每一個生命週期的轉變都會帶來心理的壓力和危機，

如出生、成年、結婚、親人的病亡。如出生、成年、結婚、親人的病亡。

人類為了強化心理的功能，以期安全地跨越這些生命的關口，

會進行一些儀式、使用一些符號來幫助。會進行 些儀式 使用 些符號來幫助

Gennep 說明人類善用生命的禮俗中的三個步驟，

來跨越生命的危機 – 隔離、過渡、整合，來跨越生命的危機 隔離、過渡、整合，

不論原始或文明的社會，一定會經過這三個階段，

只是每個階段的著重、強度不同只是每個階段的著重 強度不同

生物生命的成長是延續的，但是社會的發展則有分割的段落



跨越生命的段落

儀式 儀式 儀式

第一個階段：意味著個人或社群隔離的象徵性行為，

是從過去社會結構中的定點、或從一個穩定的文化情境隔離。是從過去社會結構中的定點、或從一個穩定的文化情境隔離。

第二個階段：則是進入中介狀態時，

儀式的通過者或中介者的意識就變得模稜兩可，儀式的通過者或中介者的意識就變得模稜兩可，

他會經歷一種領域不屬過去或未來文化狀況的屬性，

夾雜在各種有明確定義的文化類別中，夾雜在各種有明確定義的文化類別中，

覺得不屬於任何明確的文化類別。

第三個階段：是當事者通過儀式後，就回歸到自己第三個階段：是當事者通過儀式後，就回歸到自己

凡俗或神聖的社會中生活，重新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

意識到具有明確定義的社會結構中，具有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意識到具有明確定義的社會結構中，具有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同時被期待行為舉止能符合所熟悉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標準

二、苦刑的儀式：

英國文化人類學者 H b t S 分析原始社會英國文化人類學者 Herbert Spencer 分析原始社會

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是因為從主觀與客觀的因素，

發現除了本身之外，還有「另一個自我 的存在發現除了本身之外，還有「另一個自我」的存在 –
other-self，這個觀念即是「靈魂」存在的由來，

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促使他對亡魂的祭祀與崇拜。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促使他對亡魂的祭祀與崇拜。

神學家 Paul Tillich 提出另一個對人類存在威脅的焦慮，

是犯罪之後，害怕被定罪恐懼。是犯罪之後，害怕被定罪恐懼。

人類不僅被賦予肉體的存在，

還有精神實體的存在。還有精神實體的存在

換言之，他的存在經常提醒他：

他必須成為 to be、他應該成為 ought to be 的那種人，須成為 應 成為 g 的那

即他必須實現自己良知規範的目標。

一但他失去這種能力，他自己就擔任自己的審判官，

指控自己，產生犯罪之後被定罪的恐懼與焦慮。

人類經常用苦刑的儀式疏解這種焦慮，

期待自己的罪債得以救贖，

尤其面對死亡的威脅，這種定罪的焦慮更加惡化。

印度北方的小鎮哈沃耳，每十二年一次在天文吉象期間，

舉行「Kumba Mela」印度教中最重要的慶典。

成千 萬 徒聚集 地 在 流中沐成千上萬的信徒聚集此地，在冰冷的河流中沐浴，

獨居洞穴中靜坐，頭頂炙熱的煤炭冥想，

挑戰體能極限 超脫肉體 出凡入聖挑戰體能極限，超脫肉體，出凡入聖。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市郊有一神秘黑風洞

稱 B t C 每年元月底至二月初稱 Batu Caves，每年元月底至二月初

舉行印度教 Thaipulsan 的遊行，

向他們的神許願的人要背負 種苦刑具向他們的神許願的人要背負一種苦刑具

稱「Kavadis」，許願者挑在肩上，

用大型的鋼鉤穿透肌肉懸掛一身的祭品，用大型的鋼鉤穿透肌肉懸掛 身的祭品，

狀極殘忍，他們卻樂此不疲。

三、團契儀式：一個社會團體藉用一些象徵、儀式行為

使團體更契合 更有向 力 它可分三大類使團體更契合，更有向心力。它可分三大類：

A. 周期性儀式：有些是宗教的，有些跨出宗教成為世俗儀式。

家庭式的儀式 祖先崇拜1. 家庭式的儀式 - 祖先崇拜，

藉祖先忌日，同宗同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祭祀祖靈，

有明顯的象徵性行為：分食祭肉有明顯的象徵性行為：分食祭肉。

每年對祖先春秋二祭後，將祭物烹為宴席，

同宗同族的人一起飲宴，稱之「吃公 ，同宗同族的人一起飲宴，稱之「吃公」，

「吃公」的行為強化他們是屬同宗同族社會意義。

2 社區性的儀式2. 社區性的儀式

同一村落、社區、城鎮，

傳統上有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傳統上有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

如：城隍出巡、范將軍 (七爺)、

謝將軍 (八爺)、媽祖出巡繞境，謝將軍 (八爺) 媽祖出巡繞境

即是為要整合社會群體。



3. 經濟性的儀式 – 播種、收獲，如原住民布農族

有 百多個農業祭 結合很多不同的農業團體有一百多個農業祭，結合很多不同的農業團體。

4. 政治性的儀式 – 政治性群體藉神力來鞏固國家感情，

如：祭天壇、地壇、泰山，神聖或凡俗很難分別。如：祭天壇、地壇、泰山，神聖或凡俗很難分別。

有些國家有動員月會、國父紀念週，

藉大家在一起的機會促進信心、感情的交流，藉大家在 起的機會促進信心、感情的交流，

把 message 訊息傳出去，如藉國旗傳達愛國心。

B 偶發性的儀式 人生經常有波折、天災、人禍，B. 偶發性的儀式 – 人生經常有波折、天災、人禍，

每一次偶發事件會打破原來的社會關係，

此時要藉儀式整合全體，如很多部落族群遇天災、人禍，此時要藉儀式整合全體 如很多部落族群遇天災 人禍

帶來生態環境的改變，一定有大祭祀的宗教活動。

C. 開業儀式、加入儀式開業儀式 加入儀式

如迎新，使新加入的團員對團體產生認同

原始部落族群新成員加入都會舉行儀式，

讓他們認同加入的團體

結論：公元前十三世紀初葉，

以色列民族寄居在埃及地已有四百三十年之久 (出十二4)以色列民族寄居在埃及地已有四百三十年之久 (出十二4) ，
受法老王統治，被強迫去建造比東、蘭塞兩個積貨城，

只是他們越發受害，人口越發增多，越發蔓延在埃及地只是他們越發受害 人口越發增多 越發蔓延在埃及地

埃及法老王害怕以色列人強盛起來，凌駕他們之上，

成為他們政權的威脅，便設置各種巧計，預期消滅他們

屆時以色列人所相信的神稱為雅巍 Yahweh，
是「惟尊一神論」的宗教信仰，

興起一項逾越節之宗教禮儀 the rite of pass-Over：
雅巍之神啟示百姓，每一個家庭宰殺一隻羔羊，

把血塗抹在房屋的左右門框和門楣上做記號把血塗抹在房屋的左右門框和門楣上做記號

當施行審判擊殺埃及地所有頭生生命的那一個晚上，

看見有抹血做記號的家就越過去，災殃就不會臨到他們身上看見有抹血做記號的家就越過去，災殃就不會臨到他們身上

這個逾越節之禮儀形成了以色列民族的風俗節慶，

提供他們社會集體意識：相信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提供他們社會集體意識：相信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

他們所信仰的雅巍之神，會幫助他們跨越生命危機的關口。

耶穌在猶太人習俗的逾越節之夜，被逮捕殺害，

釘死在十字架上 成為救贖人類的羔羊釘死在十字架上，成為救贖人類的羔羊。

人類生命成長的過程，必定會面臨生命週期的變化，

這些變化必然帶來壓力 危機 災禍和死亡這些變化必然帶來壓力、危機、災禍和死亡。

耶穌的釘十字架，預表人類接受祂為生命的主宰者，

便把個人有限的生命置之生死之外。便把個人有限的生命置之生死之外。

有限的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

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十二24)

耶穌忠實的跟隨者保羅宣告：「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後四10)使耶穌 顯 在我們身 」 (林後 )

因此勇敢膽大地誇耀說：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四8~9)

逾越節節慶的信仰內函，賦與人類「生之勇氣」 ，

散播跨越 pass-Over 生死關口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