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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觸律
E 用穿過的衣服、頭髮、指甲、
Ex.
用穿過的衣服 頭髮 指甲
掉落的牙齒、腳印加以施法。
新幾內亞的土族做健康檢查時，
最害怕排泄物被人拿去施法。
C 交感律
C.
因感應而產生之巫術。
人類借此象徵的交感力量，
預期達到自己能力不及之目的即是巫術 。
Ex. 漢人常把祖先的棺木或骨罐
埋在自信滿有地氣的地理位置上，
氣即會感應在 孫的身
地氣即會感應在子孫的身上。
Frazer 的理論認為人類史上，宗教的演進是 單一線演化論派，

他認為所有人類文化都是經過相同的階段，
他認為所有人類文化都是經過相同的階段
從野蠻進入文明、演進的速度不一。

一、巫術的本質
英國文化人類學者 James George
g Frazer 主張
張
 巫術 magic 是人類最早存在的宗教形式
 因為巫術的操作失靈才引起恐懼、失望，
而想到冥冥之中具有一超自然力量可利用，
以克服困難、生活得到滿足
他的著作《 Golden Bough 金枝篇》
道出全世界所有巫術不出下列三個定律：
A. 相似律
以此定律做出的 magic 稱之模擬巫術，
Ex. 製作草人對草人施法，
寫仇人名字、或生辰八字在其上，用針插入心的位置，
口唸咒語咒詛之，仇人就會受傷。
唸咒語咒詛之 仇 就會受傷

二、巫術的種類與功能
巫術的種類與功能
A. 以功用原則來分類：
有生產性的巫術
1. 有生產性的巫術，
Ex. 打獵、乞雨、求愛
2. 保護性的巫術，對自己財產的保護，
別人看到他作巫術就不敢來破壞。
Ex. 收稅的巫術，
菲律賓土人防病、預防被鬼、外物侵入
3. 害人的巫術：破壞風水、傷人
B. 巫術的功能：
社會學論及功能可分為兩組：
1. 外顯功能：被研究者自己意識到的
2. 內顯功能：研究者研究、分析、了解
整社會結構之後，才知道的
會 構

Ex. 中國西南地區苗族常使用「蠱」的巫術，
控制至西南地區工作的漢人男子。
漢人男子常與苗女相好之後，想返回內地，
苗女規定期限返回，
苗女規定期限返
暗中將蜈蚣放入罐內以生毒，稱之「蠱」，
而置於食物中給男子吃。
期限一到男子必要從內地返回才有解藥，稱之「放蠱」 ，
使漢家郎不薄情，
使婚前自由性行為的社會，婚後才能安定。
Ex 風水、龍穴 ：好風水會助家運，使傳統社會有合理
Ex.
生態環境的調適：有人認為要有好風水，
就需改河道 挖山堆 使住宅靠山面海
就需改河道、挖山堆，使住宅靠山面海。
若信風水、不努力，只依賴床位、桌子放在好方位，
即有好運，這種
即有好運
這種 magic
g 就會產生負面功能
就會產生負面功能，
使社會制度退化或迷信。

A. 宗教震顫
1. 幻覺、精神異常，
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2 歇斯底里症的發作
2.
3. 精神恍惚，
自己的意識被另外的靈體意識取代
Ex. 乩童被視為神明附體，
如：太子爺、媽祖、關公
4.常會做夢魘
B 舌語
B.
一種人在精神異常狀態時，不只精神恍惚，
且會說 種他平常不會說的話
且會說一種他平常不會說的話，
常被人視為神靈附體。
如 神語 古語 獸語 無意語
如：神語、古語、獸語、無意語、
外國語、翻譯舌音

2. 正面功能、負面功能：
E 台中大里市詹厝園仙師公的收驚，
Ex.
台中大里市詹厝園仙師公的收驚
正面功能：疏解心裡壓力
負面功能：病不得醫治 產生恐懼不安的心理
負面功能：病不得醫治，產生恐懼不安的心理
Ex. 蘭嶼雅美族人鬼魂的觀念，家人快斷氣前，
要把身驅抬到墓園、任憑生死，鬼魂才不會留住在家裡
三、巫師 magician 與祭司 priest 之別
1 巫師：作巫術的人，
1.
或稱 shaman 是宗教儀式執行者，
力量是直接從神而來的，非記憶或承繼的
2. 祭司：主持宗教儀式的人，
地位通常是由繼承及學習而來的
地位通常是由繼承及學習而來的，
他有經典化和標準化的整套儀式
在許多社會，有些異於常人的人，陰陽人、盲人，
在許多社會
有些異於常人的人 陰陽人 盲人
他們有別於常人的人格特徵，做神與人之間的溝通者…

四、台灣的巫師大致可分兩類
A. 無精神恍惚者
1. 法師：把神意傳給人
2 占卜者、算命師
2.
占卜者 算命師
3. 道士：紅頭司公 – 延生，烏頭司公 – 度死
B. 有精神恍惚者
1. 乩童：
 每次起童前，總會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默默不語，
每次起童前 總會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默默不語
雙手分別撐著兩邊大腿
 與他搭配的法師，又稱桌頭、豎桌頭、壇頭，
開始搖令旗、晃法鈴、唸咒術，
打金鼓」請神 降壇」附身在乩童身上
「打金鼓」請神「降壇」附身在乩童身上
 並準備待會乩童要用的毛筆、朱墨與金紙
 大約過了數十分鐘後，坐在長條椅上、
大約過了數十分鐘後 坐在長條椅上
低頭不語的乩童就開始躁動起來…

B. 有精神恍惚者
1. 乩童：
「跳壇」，兩腳著地，低頭晃腦，身體
持續性抖動 上下跳動搖晃 嘴裡喃喃自語
持續性抖動，上下跳動搖晃，嘴裡喃喃自語
 乩童起身「走腳步」 ，走到神桌前
 法師同時也將長條椅拿到神桌前，乩童坐定於神桌前
法師同時也將長條椅拿到神桌前 乩童坐定於神桌前
且低頭搖晃，用雙手頻拍桌面以示「叫壇」
 在乩童、法師各就各位後，問神的信眾便應法師呼名，
到神桌邊請示疑難雜症、指點迷津
 就在法師與乩童的
就在法師與乩童的一唱一和下，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師就
唱 和下 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師就
一一地解讀了神明傳達給乩童的「神話術語」，
 通常乩童所說的話,常人是聽不懂的
通常 童所
,常 是 不懂
 乩童邊唸邊在金紙上畫寫符咒
 信眾在法師解讀「乩示」後，拿了符錄、
將供奉給神明的金銀紙燒化，付費用給法師,即可離去

2. 尪姨 (女性乩童)：精神恍惚、替人招亡魂 (亡魂附體者)，
多半是女人，俗稱：「牽亡」把陰間的亡魂叫出來
3. 另一種介於兩者之間「扶乩」或「扶鸞」，
拿 枝筆在砂盤上寫字 但不進 精神恍惚狀態
拿一枝筆在砂盤上寫字，但不進入精神恍惚狀態。
Ex. 鸞友，以作法之別分類
4 乩童之術：含蓋跳童、落地府、驅邪、脫身、過火、
4.
乩童之術：含蓋跳童 落地府 驅邪 脫身 過火
貢王、進花園、討嗣，包括解決所有疑難雜症，
並且透過私人神壇的協助、可以改運途、消災解厄
C. 為團體作法：拜神祭儀、出巡，
乩童通常會進入昏迷的狀態，
拿刀、釘球、 沙魚劍打自己身體
D 替個人醫病：不會打傷自己身體，
D.
只進入精神恍惚狀態替神說話，
指示病人吃藥

五、乩童的世界觀與其心理輔導的原則
乩童西伯利亞土著語稱 shaman 薩滿，發源於通古斯族，
他們具有一種人格特質：
經過宗教儀式的刺激或暗示 即進入精神恍惚狀態
經過宗教儀式的刺激或暗示，即進入精神恍惚狀態。
 同樣信仰族群，相信他們具有交鬼、通靈…的功能
 非相同宗教體系的族群，認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非相同宗教體系的族群 認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A. 乩童是怎樣形成的？
第 類：具有先天性精神異常狀態者 受到外界
第一類：具有先天性精神異常狀態者，受到外界
宗教儀式、或符號的刺激，極易進入恍惚狀態
第二類：長久受到文化背景的宗教符號所暗示，
潛在意識中具有進入精神恍惚狀態的傾向。
Ex 高雄縣茄萣鄉
Ex.
高雄縣茄萣鄉一國中校園內，一間王爺廟
國中校園內
間王爺廟
進駐其內，香火旺盛、常有廟會遊行隊伍。
長期受到鑼鼓聲的暗示 刺激
長期受到鑼鼓聲的暗示、刺激，一有神明出巡，
有神明出巡
全班學生會起童，擺出乩童踩七星步姿態。

第三類：是用專業訓練的方式栽培靈媒，
第三類：是用專業訓練的方式栽培靈媒
 學習的項目有「打金鼓、踏腳步、
唸咒語 畫符錄 操法器 」
唸咒語、畫符錄、操法器…」
 乩童的法務由「生童」成為「熟童」
 操法器可分七星劍、鯊魚劍、
狼牙棒、月眉斧、刺球等
Ex. 南投縣名間松柏嶺受天宮的個案。
民國 67 年 8 月發生三名乩童與助手
因「坐禁」而死亡的命案。
該廟請法師傳授坐禁方法、傳授法術，
結果，禁坐的密室被封閉、空氣不通，
三天後死亡。

B. 乩童的世界觀

C. 心理輔導的原則

1. 世界觀的定義：
指一個社群對自己、事物、人群、宇宙及其彼此的關係，
賴以生存的一套觀念
2. 文化人類學的
「群」與「格」理論的四個象限可分為：
公義、私情、因果、個人
四種世界觀
種 界觀
3. 靈媒的世界觀
是屬於「私情」與「因果」
混合的世界觀。
 相信可以藉著與私人有親密關係的
神明之神力，驅邪趕鬼
 相對地也會去傷害其他的社會族群
相對地也會去傷害其 的社會族群

結語：愛的輔導要持之以恆，
因為乩童之形成正如「冰凍三尺非 日之寒
因為乩童之形成正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記住上帝的話：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
必不犯罪 從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18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約壹五18~19)
19)
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之地，
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 你不可學著行
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可學著行。
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
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
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
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
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申十八9~13)
基督徒要以屬靈的爭奪戰把他們靈魂挽救回來。

1. 以「悲天憫人」的心態關心他們，
大部份的乩童來自「支離破碎」的家庭，
成長過程心靈受到嚴重傷害。
跳童扶乩的職業在上層的社會並不受尊重。
2. 乩童是靈界的爭戰者，
常常在兩端的勢力拉扯，過程承受極大壓力。
投入這門行業者，常承襲入門時宣示帶來的咒詛：
「絕子絕孫、後代無好死」，
輔導者要俱備靈界爭戰的知識與武裝裝備。
輔導者要俱備靈界爭戰的知識與武裝裝備
3. 施以愛心與智慧的關懷，
並藉 教育 改變其 想 模式
並藉以教育，改變其思想的模式。
4. 輔導他們接受就業訓練，
穩固他們經濟來源，生活正常化、社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