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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民間信仰看在臺宣教的策略從台灣民間信仰看在臺宣教的策略

在社會結構發展的過程，其社會階層化

會按著財富、權力、職業、聲望幾個標準，會按著財富 權力 職業 聲 幾個標準

形成金字塔型的上、中、下三個階層：

上階層指社會有權力的領導層

中階層指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

下階層、或稱基層，指社會各種行業基層民眾

附屬於社會結構的宗教信仰，

也因著不同社會階層化的形成，產生了多元性的變化。

民間信仰即指

社會基層大眾所接受、基本的宗教信仰，

具有原始社會泛靈信仰的風格。

隨著社會階層流動，中上階層領導群或知識份子，

他們的宗教信仰會沿著左右兩極發展他們的宗教信仰會沿著左右兩極發展…

一種仍具原始信仰色彩，但展現出民族文化特殊的特徵，

中 先崇 命如中國的祖先崇拜、風水、相命

另一種是放棄任何超自然現象的訴求，

只注重理性範疇所能接納的哲學與科學只注重理性範疇所能接納的哲學與科學

每年九月廿八日，政府盛舉祭孔大典，

在釋奠典中有啟扉 迎神 上香 進饌 望燎的祭儀在釋奠典中有啟扉、迎神、上香、進饌、望燎的祭儀，

但沒有任何主祭官或參祭者相信超自然的神靈

被迎進孔廟 接受他們的供獻被迎進孔廟，接受他們的供獻

中國社會的領導層或知識份子，

心中有重擔、憂戚、悲傷時，心中有重擔、憂戚、悲傷時，

不會走進孔廟三跪九叩、向神靈祈安求福；

宗教活動成為歷代帝王統治百姓的工具和手段宗教活動成為歷代帝王統治百姓的工具和手段

今天的專題討論僅限於基層民眾的信仰，

先瞭解其信仰特質，先瞭解其信仰特質，

進一步探討如何進行福音的跨文化溝通。

一、台灣民間信仰的特質

1. 它是一種漫延性的宗教：

是一種滲入每一個生活層面的風俗習慣，

形成一個人的社會行為動向的參考架構

一個人出生在這種社會環境，

即毫無選擇地被感染 烙印 溶入 個人人格的 部分即毫無選擇地被感染、烙印、溶入一個人人格的一部分

以民間生命禮俗的禁忌 (taboo) 來論

嫁娶、安葬、開市、動土、嫁娶、安葬、開市、動土、

遷居、看病、開刀手術，

均會刻意地占擇良辰吉日進行。均會刻意地占擇良辰吉日進行。

很明顯地這種宗教色彩

染遍每一個生活角落。染遍每 個生活角落

民間流通量極大的農民曆，對於年月日時的計算，

用十個天干的陰陽和十二根地支所屬的生肖組合，用十個天干的陰陽和十二根地支所屬的生肖組合

不能再以阿拉伯數字 1.2.3. 等量待之。



農民曆內容涵蓋每日行事的宜忌，

每日沖煞年齡 每日胎神占方每日沖煞年齡、每日胎神占方、

值日神煞、奇門遁甲之定局。

這些內容等於規定一個社會人，這些內容等於規定一個社會人，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什麼時候不該做什麼，

不守規則者將遇沖、煞、罹患不幸。不守規則者將遇沖 煞 罹患不幸

農民曆使用的情形和影響的層面極深極廣，

根據民族學研究所問卷調查的指示，根據民族學研究所問卷調查的指示，

農民曆的家庭擁有率達 83.6%。

依照 Johari window 的心理分析，依照 Johari window 的心理分析，

從幼年期開始耳濡目染，

接受這些民俗信仰的薰陶，接受這些民俗信仰的薰陶，

這些漫延性的宗教理念，

早已輸入心裡潛意識的黑域。早已輸 裡潛意識的黑域

這種潛在意識的儲存會影響到整個人格的發展。

2. 它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

談論文化特質之前，需先闡述文化的定義：

「文化是一套完整性的信仰體系，探討生命終極的意義；

套價值體系追尋真善美的規範一套價值體系追尋真善美的規範；

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做為社會行為取向的依據；

個社會組織 用來表達上述的信仰 價值一個社會組織，用來表達上述的信仰、價值、

風俗習慣，使其社會培養一體性的共識，

提升社會群體的安全感、持續性和尊嚴。」提升社會群體的安全感、持續性和尊嚴。」

台灣民間信仰本質上屬於原始宗教的泛靈信仰，

經過中國長久歷史演變， 民俗信仰與經過中國長久歷史演變， 民俗信仰與

儒、道、佛，三個比較高度發展的宗教

混合成為中華民族性傳統的宗教混合成為中華民族性傳統的宗教

尤其受到儒家孝道倫理的影響，對亡魂的祭拜倫理化之後，

祖先崇拜變成文化認同的對象，心靈歸屬的心智地圖，祖先崇拜變成文化認同的對象 靈歸屬的 智地圖

孝敬父母的倫理延伸到對自己血脈相傳的祖靈祭拜

中國社會倫理價值體系強調，

祭拜祖先才算盡孝道人必須祭拜祖先才算盡孝道，

凡不拜祖先者即被社會群眾斥責為不孝者

基督徒不拜祖靈 所以被指責為大逆不道基督徒不拜祖靈，所以被指責為大逆不道，

不管基督徒是如何強調舊約十條誠命孝道的

倫理教訓，基督徒很難與祖靈祭拜者溝通倫理教訓，基督徒很難與祖靈祭拜者溝通

祖靈的祭祀是各個民族相當普遍的原始宗教現象，

在中國一旦與孝道倫理結合之後在中國一旦與孝道倫理結合之後

就產生了社會「對等功能」：

祖先崇拜獲得孝道強而有力的價值之支持，祖先崇拜獲得孝道強而有力的價值之支持，

得以鞏固地存在於華人社會

加上佛教目蓮救母孝道的故事，加上佛教目蓮救母孝道的故事

道教超渡祖靈脫離十殿閻王、十八層地獄祭儀的影響

原始信仰的祖先崇拜，形成為中國獨特形式的傳統文化，原始信仰的祖先崇拜 形成為中國獨特形式的傳統文化

亦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之間最難溝通的主題。

3. 它具有人格化的特徵

宗教 者對 自 靈 存敬畏與神聖 態原始宗教信仰者對這些超自然神靈均存敬畏與神聖的心態。

德國哲學家 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Holy》論及

人類因無法表達對神靈「敬畏與神聖 的感情人類因無法表達對神靈「敬畏與神聖」的感情，

只好把他們人格化。

民間信仰的神 無論山川河澤 飛禽走獸民間信仰的神，無論山川河澤、飛禽走獸、

草木石頭一律予以擬人化。

不但雕塑成人形的具像或畫像不但雕塑成人形的具像或畫像，

並付予相當崇高的稱謂如：祖、爺、公、媽、母、娘，

或古代政治權威的對象如：皇、帝、君、尊、后或古代政治權威的對象如：皇、帝、君、尊、后…

原始宗教信仰者想像神靈亦像人一樣需要吃、穿、結婚，

大多數的神明都有生日，大多數的神明都有生日，

就像大家族的長者過生日要大大慶祝一番；

土地公配有土地婆，土地公配有土地婆，

城隍爺配有大夫人、二夫人，分別置於前後殿…



基督教因持守十條誡命的原則：

「不為自己雕刻偶像」。

又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

更正教更強烈反對祭拜偶像。

一般的基督徒厭惡走進

偶像林立、香煙嗆人的廟堂，

自然而然沒有人用心去觀察

民間信仰的基層民眾

到底如何與他們的偶像溝通、互動。

基督徒容易接受先入為主的觀念，

對基層民眾的宗教背景產生強烈排斥感，

造成彼此之間一條很深的鴻溝，

很難溝通對話。

4. 它是以人為中心，求得現世利益的「交替神論」

民間信仰的神明社會是現實社會的一種投射，

現實社會有政治體系，神明社會也有最高主祀神玉皇大帝，

下有管轄天 地 水 界的司令官 界公下有管轄天、地、水三界的司令官三界公，

再往下的部屬有如行政院各部部長…
基層民眾受「天高皇帝遠 的觀念影響，基層民眾受「天高皇帝遠」的觀念影響，

最高主祀神玉皇大帝香火普遍都稀疏沒落，

反倒直接與人生活有關係的神明香火加倍旺盛。反倒直接與人生活有關係的神明香火加倍旺盛。

民間寺廟香火的旺衰不在神明神格的高低，

乃在於這個神明惠於百姓現世的利潤多寡而定，乃在於這個神明惠於百姓現世的利潤多寡而定，

如果這個神明不靈了，就等另一個 「有靈有聖」的神明出現。

德國 Max Muller 稱這種心態為「三心兩意 換來換去 ，德國 Max Muller 稱這種心態為「三心兩意、換來換去」 ，

只要獲悉哪一個神明有靈驗，即刻可以換來換去、互相替換。

這種信仰與基督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的信仰這種信仰與基督教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的信仰

有相當大的出入。

二、傳福音的策略

1. 要意識到他們的世界觀：係指一個人在他的文化背景，

培養出對世界的看法和社會行為反應的模式。

所 在人際溝通時 要意識到別人在不同所以在人際溝通時，要意識到別人在不同

文化背景所受的薰陶塑造而成的世界觀

 個人的世界觀與他的宗教背景有密切關係一個人的世界觀與他的宗教背景有密切關係

探討一個人的宗教背景可從三個體系下功夫：

(一) 信仰的體系、(二) 宗教的禮儀、(三) 社會的關係( ) 信仰的體系、(二) 宗教的禮儀、(三) 社會的關係

信仰的體系指信仰的內容：

中國人相信人死後，靈魂仍舊存在，中國人相信人死後，靈魂仍舊存在，

如果沒有人供祭食物，他會變成孤魂餓鬼。

因此在中國人每一個家庭均設立祖先牌位 (公媽牌)，因此在中國人每 個家庭均設立祖先牌位 (公媽牌)
接受家人的供奉，這種整年從頭到尾頻繁的祭典，

自然而然造成漢人內聚力相當強的家庭結構，自然而然造成漢人內聚力相當強的家庭結構

也就是他們一套定型的世界觀(來世觀)…

基層民眾的社會行為反應相當照顧家庭，營運家庭事業；

人生價值最高指標不外成家立業、傳宗接代、傳遞香火。

基督徒要跟他們傳福音，要先意識到

他們的世界觀 感情依附的定點他們的世界觀、感情依附的定點。

2. 要瞭解他們心靈的需要

宗教 存在 會 然有其宗教之所以存在於社會必然有其功能的價值，

也顯示心靈需要透過宗教的功能獲得滿足。

宗教功能可分為三大類：

(一) 生存的功能：指人類求生存的過程中，能適時

給予人類某種助力 超越人生困境 奮鬥生存下去給予人類某種助力，超越人生困境，奮鬥生存下去

(二) 整合的功能：指人類具有社會性，歡喜群集而居，

宗教的存在能發揮整合社會群體宗教的存在能發揮整合社會群體，

鞏固社會規範之作用

(三) 認知的功能：是指體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三) 認知的功能：是指體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鼓勵人追求完美的人生



台灣社會急速的變遷，人的心靈感到徬徨無依，

舊的傳統逐漸被淘汰 新的東西變化無常舊的傳統逐漸被淘汰，新的東西變化無常，

商業界的競爭、升學的壓力、車禍的威脅…
民間信仰仍然具有它生存的功能，民間信仰仍然具有它生存的功能，

如：收驚、蓋運、安斗、消災解厄等宗教儀式，

具有安撫人心、輔導心理平衡的功用。具有安撫人心 輔導心理平衡的功用

然而這種宗教儀式與社會時常脫節，信仰往往會變成迷信

基層民眾因缺乏現代化之知識教育，基層民眾因缺乏現代化之知識教育

導致迷信乩童、懼怕鬼靈， 妨礙社會的進步

基督徒當以耶穌的心為心，跨文化的溝通不只是知識上的理解，基督徒當以耶穌的心為心 跨文化的溝通不只是知識上的理解

更需要同理心與實際的關懷，有效的溝通決定於

說者能否瞭解聽者內心真正的需要，給予及時的協助說者能 瞭解聽者內 真 的需要 予 時的協

有效的傳福音需要平常就要做好預工，建立橋頭堡，

一但情況發生，馬上要採取行動，特別是在

中國家庭婚喪喜慶的場合，是基督徒建立預工的據點。

3. 尋找文化的接觸點進行福音的溝通

每一個文化及語文均具有文化的障礙，

以區別於其他文化群。

灣 間 語辭 有 排外的意味台灣民間使用一些語辭具有相當排外的意味：

玉蜀泰稱「番麥」、豌豆稱「番仔豆」、

火柴稱「番仔火 煤油稱「番仔油火柴稱「番仔火」、煤油稱「番仔油」。

這些語文強烈反應遷移到這海島上的漢人相當排斥外族，

自認自己是開化文明之族群，外族都是野蠻番族。自認自己是開化文明之族群，外族都是野蠻番族。

基督教最早是紅毛人 (西班牙人) 從紅毛港帶進來，

建立紅毛城之後 步 步傳入台灣社會建立紅毛城之後，一 步一步傳入台灣社會。

吾輩可以想像早期宣教師

宣教的心歷路程是何等的艱辛宣教的心歷路程是何等的艱辛

今日的傳道者必須認知這個社會的事實，

培養一種健康的心態面對這些文化的障礙，培養 種健康的心態面對這些文化的障礙

尋找共識的接觸點，進行有效的溝通

民間祭祖拜神，常用三牲或五牲，

「牲 書 「犧牲之禮這些「牲」乃指古書所言的「犧牲之禮」

祭拜神明時，唱明這牲畜是為我的過失所付出的犧牲之品

這個理念與聖經「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來九22)這個理念與聖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來九22)

的教導相當接近。

所預備的牲禮 無論雞 鴨 鵝要整隻擺上所預備的牲禮，無論雞、鴨、鵝要整隻擺上，

擺上的姿態要把頭用兩跟筷子扶高，

兩跟翅膀垂後 兩隻腳要插入腹內。兩跟翅膀垂後，兩隻腳要插入腹內。

這種宗教的象徵或符號預表祭拜者向神明申明，

過去的惡習劣行，從今以後要改頭換面，重新做人。過去的惡習劣行，從今以後要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大多數的祭拜者隨傳統承襲舊慣習俗，

沒有這些外顯功能理念的認識。沒有這些外顯功能理念的認識。

但經過跨文化的溝通，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的真理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的真理

將孕育在慕道者的心坎。

4. 認知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林後十4~5) 

使徒保羅曾警告我們：「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

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

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把你們擄去 (西 二8)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把你們擄去。」(西 二8)

這些理學、虛空的妄言，

乃指當代與上帝的真理敵對的希臘哲學與人類思想體系乃指當代與上帝的真理敵對的希臘哲學與人類思想體系

都是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自大之事，

亦成為一個人心中堅固的營壘亦成為 個人心中堅固的營壘

以今日中國文化背景而言，

傳統儒家的倫理孝道與亡靈祭祀結合的祖先崇拜，傳統儒家的倫理孝道與亡靈祭祀結合的祖先崇拜，

以及那些玄學的命理風水、紫微斗數、奇門遁甲，

往往以科學的風貌，混合巫術，展現在國人面前，往往以科學的風貌 混合巫術 展現在國人面前

令人深信不疑，形成牢不可破的營壘，

掌控人的思想意念，落入自己預設的圈套，掌控 的思想意念 落 自 預設的圈套

成為苦毒的囚犯。



所以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要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才能攻破堅固的營壘，才能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順服基督。

使徒老約翰告訴我們：弟兄勝過牠，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証的道。 (啟十二11)

撒旦經常在上帝面前控告信徒

或用人自己的良心控告自己，

覺得自己一無所是，產生嚴重的自卑感，

自貶自賤 自我毀滅自貶自賤，自我毀滅

信徒在傳福音的過程，

要學習穿上全副軍裝 (弗六13 18)要學習穿上全副軍裝 (弗六13~18)

並且相信基督被釘十字架，所流的寶血，

和自己實踐出來的道，用口傳或文字書寫見證出來，和自己實踐出來的道 用口傳或文字書寫見證出來

會產生極大的力量，影響未信者

結論：

在民間信仰的世界觀 人神之間的互動在民間信仰的世界觀，人神之間的互動，

人是主體，神明是客體，神明可任人自由擺佈

在基督裡，上帝是主體，人是客體，上帝是造物之主，在基督 帝 客 帝

人是受造之物，人應當順服上帝的旨意和命令

這種主客地位的轉換，必然發自內在生命的改變，

亦是聖靈內住的工作亦是聖靈內住的工作。

如果接受福音者沒有這種主客地位改變，他很可能把耶穌

當作祭拜眾神之間的一位，亦可能是國外進口的「有應公 ，當作祭拜眾神之間的一位，亦可能是國外進口的「有應公」，

希望能達成個人「有求必應」的企圖，

如此基督教將與民間信仰混為綜攝性的宗教。

要導向這種內在生命改變的溝通，溝通者本身生命的內涵

是重要關鍵之一，接受者與福音的溝通者進行互動的過程中，

意識到對方生命的內涵具存珍貴的價值體系 (林前十三4~8)
激發接受者內在生命的認同和學習。

這種內在生命的認同將導致外在社會行為的改變更新這種內在生命的認同將導致外在社會行為的改變更新，

這才是真正成為新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