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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的宣教士到非基督教社群中宣教時，發現後者的文化中充

斥巫術、祕術、占卜、亡靈與各種幽靈，對西方基督教社會

而言，這一些十分陌生。向來宣教士斥之為迷信；然而，另

一些宣教士開始覺得這一些習俗有可能符合聖經。這些持肯定態度的

宣教士認為，阻礙他們認識靈界的，是西方自身的文化背景。宣教工

場經驗使他們理解幽靈的存在，也去理解幽靈的活動。如今這「典範

轉移」經驗建構出「新」的宣教學教義來理解鬼魔勢力；主流的宣教

和佈道機構趨之若鶩，盛況前所未有。

這一群宣教士重新理解靈界，是以宗教經驗為基礎，然後透過當

代宗教經驗，以及透過經驗重新解讀聖經。他們對於靈界事件的推斷

訴諸當代經驗，而這些所謂的「事實」並無法獨立從聖經推導而得。

擁護新典範的人，表面上是回到聖經的超自然主義，來對抗啟蒙時代

以後的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其實他們誤解了「西方」，也誤解了泛靈

文化。一方面，他們認為啟蒙理性主義塑造了絕大部分西方人的世界

觀，卻忽略了神祕浪漫主義、存在主義和「新紀元」（New	Age）靈性

觀等非聖經的哲學，對西方的廣大影響。另一方面，他們過度相信聖

經的靈觀，與各種民俗宗教的靈觀之間，存在著連續性（continuity），

卻未能充分了解兩者之間，存在著非連續性（斷裂，discontinuity）。他

們也沒有意識到，理念和信仰會塑造人們的靈界經驗，也會塑造人如

何詮釋那些經驗。接受某種經驗的合法性並依據它做推斷，往往會不

知不覺中把該經驗本身所隱含的泛靈信仰一併接受了。許多宣教士和

宣教學者，不經意地採用了牴觸聖經的觀點來建構宣教學理論。他們

想避免被理性主義的自然主義吞噬，卻陷入了與神秘主義、泛靈論與

巫術融合的漩渦。

	

作者    ▌  Robert J. Priest, Thomas Campbell, and Bradford A. Mullen    

摘譯    ▌  林奕慧

宣教學的混雜︰泛靈論的新範式

這一群宣教士重新理解靈界，是以宗教經驗為基礎，

然後透過當代宗教經驗，以及透過經驗重新解讀聖

經。他們對於靈界事件的推斷訴諸當代經驗，而這些

所謂的「事實」並無法獨立從聖經推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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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有人關注這類現象，但他們的警告通常十分籠統。本文

嘗試分析當前宣教學文獻中，廣泛傳播的一些特定概念，檢視所謂宣

教「新典範」的預設和策略。

宣教學關於鬼魔的「新教義」

本文概述四個在宣教學中關於靈界的新教義，然後聚焦於這些概

念的認識論基礎，揭示這些概念屬於泛靈論、巫術類別，而不是聖經

的，並以朝向未來反思的進路作結。

教義一：透過與物體的接觸，而受到鬼魔的攻擊

頭一個觀點是：鬼魔的危險影響可藉著與特定物體的接觸來傳

遞。Timothy	Warner主張巫術可邀請鬼魔賦予某物體能力，使鬼魔與

那物體聯結，惡靈以該物體作為與人接觸的媒介並壓制他們。Charles	

Kraft認為獻給異教的神明之文物，有鬼魔在裡頭，而遊客或駐外軍人

常常將從國外帶回這些文物。他也認為在美國，越來越容易接觸到與

巫術或新紀元有關的鬼魔事物，惡靈可能會住在某建築物裡，甚至這

些惡靈會附在動物和人身上，我們必須時不時宣告上帝的護佑，邀請

聖靈驅逐它們。C.	Peter	Wagner也持有類似看法，認為連售賣給遊客

的傳統宗教物件仿製品都有鬼魔附著。若因為接觸到受鬼魔感染的物

件或參訪異教（pagan）寺廟，他建議基督徒必須驅除附著在他們身

上、或駐留在屋子裡的鬼魔。Ed	Murphy也是該教義的擁護者，認為

那些畫作、藝術作品甚至奇形怪狀的石頭，都有邪靈附著。不少人認

同、接受這些教義，尤其在宣教圈當中。

教義二：透過他人的詛咒，而受到鬼魔的攻擊

正如物質可成為鬼魔傳遞的媒介，語言也被視為撒旦勢力的媒

介。Kraft主張，撒旦可賦予詛咒力量，使人承受痛苦或疾病。鬼魔甚

至能夠依附在攻擊某人的詛咒上，持續地影響其後代。他舉例說，一

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裔領袖曾向他描述，猶太人因耶穌被釘十架時所

招致的詛咒，使猶太家族與（一個）鬼魔掛鉤，而他自己則因從詛咒

中得到釋放而重獲新生。除此之外，他們曾幫助一位殘障女子。歷代

祖先裡，該家族成員中有殘障女子的，就有七代。在詛咒被擊破之

後，她不再為鬼魔所困，生下一個健康女嬰。Murphy認為，奉行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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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者可對人下詛咒，使之患上醫生無法醫治的怪病，惟有破除詛咒

人才有可能痊癒。有些基督徒領袖因為被下了詛咒而犯罪，被迫離開

事奉崗位。他主張基督徒需要學習為屬靈爭戰禱告，以破除鬼魔的詛

咒。另有許多學者警告基督徒，詛咒頗具危險，不可掉以輕心。

教義三：透過家族遺傳，而受到鬼魔的攻擊

鬼魔可透過家族遺傳傳遞下去，可能是透過家族詛咒，也可能自

然地發生。Warner提出，祖宗的罪惡或祕術，賦予鬼魔特別的權力攻

擊其後代。Kraft認為，若父母將孩子獻給神靈，向靈界尋求助孕，或

涉及任何異教儀式（例如：算命），常會使孩子在受孕時就被鬼魔附

著。他宣稱，「鬼魔可透過遺傳繼承」是普世法則之一，而這世代相傳

的邪靈可導致疾病和情緒問題，即使無法證實這種遺傳的邪靈存在，

但我們經常覺得需要去除血緣中的詛咒和對邪靈的委身，才能解決撒

旦的影響。他以一位女子的經歷為例：她與她的祖母、母親幾乎在同

樣的歲數進行子宮切除手術；他因此認為，這提醒我們應該尋找遺傳

性邪靈的存在。Neil	Anderson建議，有意領養孩子的父母，必須在孩

子出生的時刻，在現場將這孩子獻給上帝，以確立監護權，並否決鬼

魔的影響。

教義四：因為地理位置，而受到鬼魔的攻擊

「區域邪靈」（territorial	 spirits）的概念，是指特定邪靈（尤其是高

級別的邪靈）在某個地理範圍內施展其力量。這類區域特別容易受到

鬼魔力量的控制；這說明為何特定區域強力抵抗福音。因此，宣教策

略必須聚焦在清除這類區域邪靈，或束縛其能力的屬靈爭戰。此教義

的擁護者經常引用以下故事作為理據：「有位宣教士在一個市鎮中發福

音單張。那市鎮的主要街道剛好位於巴西和烏拉圭的邊界上。當他在

烏拉圭那裡發單張時，人們大半拒絕，但穿過主要街道到巴西那一邊

時，人們願意接受，並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同樣一群人，在烏拉圭

那一邊時抗拒，但在巴西這邊卻不會。由此可見，在烏拉圭地區的邪

靈強烈地運作，而巴西地區的邪靈則被『捆綁』。因此，我們只需要使

人們穿過街道，讓他們處在比較容易接受福音的那個地區。」

Warner是第一個提倡此觀點的宣教學家。他認為撒旦委派特定的

鬼魔在世界各地駐留。Kraft主張，高級別的邪靈可對地域、建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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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施加「力場」（force-field）影響，以對抗上帝。以耶穌基督之名

清除惡靈，使撒旦的力場失效，歸主的人數會大幅提升，教會增長也

會更顯著。Wagner同樣認為，一旦我們學會如何藉著上帝的權能，

破除撒旦對不同地區的控制，就能立即翻轉人們對福音的抵抗。許多

從事宣教工作者都認同類似的教義，強調「繪製撒旦在世界各區部署

的地圖」（屬靈地圖）之重要性。

這些教義的實際後果

分析這些概念之前，我們應該指出這些概念帶來哪些影響。

一、具體影響了人際之間的交往

當異教徒將珍貴的傳統文物贈予基督徒或傳教士時，受贈者若擔

心禮物有鬼魔附著而把它丟了，極可能破壞彼此的友誼。舉個例子，

吉姆是基督徒，他與原住民皮拉克萍水相逢。因兩人志趣相投，皮拉

克送了吉姆一個特別的娃娃作為紀念。有天，吉姆將娃娃給一對宣教

士夫婦看，宣教士警告吉姆，當地民間信仰把人扯入巫術，或鬼怪；

他們還說了些故事，比如接受受詛咒之物有可能受害，甚至死亡。宣

教士夫婦立即為吉姆和家人禱告，祈求「保護的屏障」，又吩咐他馬

上毀掉娃娃。幾天後，皮拉克遇見吉姆，詢問他妻子喜不喜歡他贈予

的禮物。皮拉克說娃娃非常珍貴，衣裳是古老文化傳統的結晶；他想

找時間解說娃娃的特點。吉姆嚇壞了，遍尋當地店鋪，好找個類似的

娃娃。他很幸運的找到了，卻也因此花了一大筆費用。替代品僥倖瞞

過皮拉克，但過程驚險無比，友誼差一點破裂。另外，一位神學生遭

遇類似，但他對友人坦承，已經把禮物毀了。

除此，若信徒被知會族譜不明的嬰孩身上，可能有鬼魔藉由遺傳

而附著，那麼，領養的人多半會怯步。領養了孩子的父母，很有可能

把孩子的行為問題歸咎於遺傳性鬼魔影響。這樣的觀念是不是表示，

被領養的孩子得常接受驅魔（儀式）？這種教義一定會影響旁人如何

看待孩子，也理解孩子如何看待自己。

二、造成信徒靈性上實質不安

如果我們相信，不經意地接觸特定物件、地點、詛咒或特定的

人，有可能使我們受鬼魔攻擊，如此，我們的靈性會受負面影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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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珍妮與其丈夫湯姆的經驗就是個例子。某教授休安息年假出遠門

時，委託他們照料屋子。住進人類學教授的家後，珍妮和湯姆卻被滿

屋子各種部落的文物裝飾給嚇壞。有一天，珍妮瞥見窗戶上的倒影，

認定那是鬼魔。之後，珍妮意外地發現自己懷孕，她非常擔憂胎兒的

狀況。某天晚上，她夢見撒旦顯現，說已經附在孩子身上。珍妮將夢

境告訴丈夫，然後湯姆也作了類似的夢。教授恰好在這時回來，透過

禱告與輔導，安撫這對焦慮而恐慌的夫妻。由於他們先前接受了我們

目前在檢視的這類不當教義，才會導致驚恐。可見錯誤的教義會使我

們失去靈性安全感。

這些教義的共同點在於，我們容易受到鬼魔攻擊，這些攻擊與道

德或靈性狀況完全無關，反而與語言、物件、人、地點的具體接觸和

符號連接相關。因此，Wagner說，即便基督徒活在聖潔當中，也會受

詛咒攻擊。Kraft同樣持有類似觀點，他說曾經從一些屬神的、聖靈充

滿的基督徒身上趕出魔鬼。

基督徒對聖經的傳統解讀，強調我們應該謹防撒旦在教義、道德

和靈性方面影響我們。不過，上述宣教學者警告的重點不太一樣；他

們把焦點放在特定語言、物件、人、地點的物理接觸和符號連接。學

者宣稱這些原則是基於「一些普世法則」—無論從聖經或只不過是巫

術與泛靈思想—都對信徒（尤其是宣教士）的靈性健康造成嚴重後

果。你我真的相信，無數事物以及他人的祕密詛咒會使我們受到鬼魔

攻擊？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必須投注大量精力以解開這些潛在的連結，

而且需要特別的知識來源才做得到。這無法每時每刻地進行，因此有

可能疏忽，如此導致信徒在靈性上忐忑不安。

基督徒對聖經的傳統解讀，強調我們應該謹防撒旦

在教義、道德和靈性方面影響我們。不過，上述宣

教學者把焦點放在特定語言、物件、人、地點的物

理接觸和符號連接。學者宣稱這些原則是基於「一

些普世法則」，都對信徒（尤其是宣教士）的靈性

健康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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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影響了宣教學方法論

這類教義影響我們在宣教領域中投注精力及分配資源的方式。如

果我們相信鬼魔以區域為基礎施展力量，而我們可以透過不同區域

的爭戰，使當地人們接受福音，那麼，想要讓福音廣傳的人就會對

此投注精力和資源。「人類學將文化視為它看來如此（it appears to 

be），而屬靈繪圖嘗試將文化視為它確實如此（as it really is）」—

若Wagner所言屬實，那我們何需研究所謂現實的表面（reality	as	 it	

really	 is）？換言之，我們不必再對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們，踏踏

實實地從事人類學研究。比方說，近來有位神學生提出這樣的論文研

究計劃：繪製世界上某一地區的區域邪靈，建議藉此引領單一語言、

單一文化的美國信徒組成隊伍，在某區域行走禱告，捆綁該地區的邪

靈，使福音突破重圍而傳開。如此，就不需要學習該地區的語言，也

不用了解該地區的文化。若類似的方法得到認可，珍貴的資源將會消

耗在這類並非立基於現實的知識上。有志從事宣教者，可能樂於選擇

這種捷徑，放棄費心費力學習語言，了解文化。然而，後者不正是宣

教領域中嚴重缺乏的？

這些新教義的知識論基礎

這些關於靈界的教義並不是立論於聖經，而是任意拼湊的。新概

念都應該經過聖經的檢驗。我們質疑這類教義，並不是認同啟蒙理性

主義的立場，而拒絕超自然的解釋，而是不願不經批判，就輕易相

信。本節中，我們評析Kraft、Warner、Wagner等作者用以建構這類

新教義的知識論原則。

一、訪問鬼魔

仔細閱讀這些著作，發現作者常常以訪問附身於人的「鬼魔」來

獲取資訊（必須指出，這些作者預設他們正在與鬼魔談話）。例如，

Murphy信任他所質詢的鬼魔，認為沒有理由懷疑鬼魔講述的。他以

鬼魔的宣稱為基礎，發展部分教義，比如，鬼魔可經由家族遺傳，

附著人身。儘管他承認鬼魔有時會說謊，但他自信能夠逼鬼魔說出

真相。Kraft也採取類似方法，他記錄的許多資訊，像附著在人體竅孔

的鬼魔較容易被逐出、鬼魔的各種功能性名字等等，都是鬼魔所告

訴他的。他也提出，藉著詢問鬼魔，可以知道醫治的步驟，詢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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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後，再將鬼魔送到耶穌那裡棄置。他引述一些輔導個案，認為藉

著召喚鬼魔並透過鬼魔所揭示的洞見，可以讓我們知道許多當事人已

經遺忘的事件，幫助我們處理深層的問題。這些作者又說，有些鬼魔

若因為害怕受到報復而隱瞞資訊或說謊，只需述說一些保護那鬼魔的

文字，就會得到必要的資訊。Wagner也從鬼魔那裡獲知一些資料，包

括不同鬼魔的名字、所管轄的國家以及邪惡的領域。他認為，儘管鬼

魔是說謊者，但從鬼魔所得到的「啟示」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線

索，值得繼續調查下去。

上述作者所宣傳的靈界概念，很大部分是透過與鬼魔談話而來。

他們相信，在聖經以外有其他的啟示來源—他們接受鬼魔的啟示，

而聖經中認為鬼魔在本質上和行動上正是欺騙者，並警戒我們不可

相信撒旦的話語。耶穌某次吩咐鬼魔說出名字的記載（可五9；路八

30），不應用來合理化向鬼魔質詢新事實這種方法。無論基督的出發

點是什麼，都不是因為他無法從其他管道得到這些資訊。在其他每一

個場合中，鬼魔都受命必須沉默，而不是受鼓勵說話。顯然，耶穌無

意建立一套方法，讓門徒用來詢問鬼魔與靈界相關的新資訊。相反

的，我們從聖經得知的是「他（鬼魔）心裡沒有真理」（約八44）。神警

告不可求問交鬼的和行巫術的（賽八19），並且要遠離鬼魔的道理（提

前四1）。宣教領袖所公開宣導的那些靈界教義，在認識論上問題很嚴

重，因它們不是獨立由聖經推論出來，卻是從鬼魔的言語發展而來。

二、從奉行其他宗教者獲得關於鬼魔的資訊

有些作者接受這樣的大前提：泛靈論或民間宗教關於靈界的信仰

與現實對應。Warner就認為，若當地人告訴宣教士某棵樹或某座山頭

有精靈或鬼魔，宣教士應該認同、相信，並採取行動，否則會深受其

害。這些作者把當地人「相信」的與「知道」的、「理解」的、「辨認」

的、「留意」的劃上等號，將特定族群的宗教信仰等同靈界事實。比方

說，一些族群「相信」，有特定的神靈控制某類疾病、攻擊人們，或統

治某些建築物、村莊、地區。這些作者認為，這些族群「確實知道」

邪靈的名字及其作用。他們認為異教的每一個神明，都確切地對應某

一特定真正掌管當地的邪靈，還進一步依據不同區域的泛靈論信仰所

命名的神靈，繪製屬靈地圖，這些宣教學者預設了異教信仰等於真實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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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認定上帝和撒旦皆具體存在，而不是幻影，兩者都在人世間

活動。然而，聖經從來沒有認為巴力和亞舍拉等偶像，位居干預人類

事務的行列中，反而有多處的經文否定這些關於神明和靈界的宗教概

念，認定偶像都是無用無能的（申四28；王上十八27；詩一一五4-8；

賽三十七18-19；耶十六19-20，林前八4等）。那麼，兩處經文（申

三十二17；林前十20）提到，當人獻祭給偶像時，他們其實是向鬼魔

獻祭，又該如何解釋呢？仔細閱讀哥林多前書八∼十章中看來矛盾的

原則：保羅先是指出偶像算不得什麼，然後又說這些「稱為神的」有

一定的真實性。他說軟弱的弟兄對這些「稱為神的」信仰並不是知識

（真理），而是在異教的泛靈論文化中藉由社會化而形成的。保羅不認

為民間宗教的偶像、祭物或神靈準確地描繪靈界的性質，但認同鬼魔

存在，並且活躍於對抗上帝的崇拜系統中。異教徒所相信的超自然力

量，和關於鬼魔的真相並不是簡單的相符關係。民間的神靈信仰符合

靈界事實的這種假設，在知識論上明顯不一致，且不符合聖經。若我

們基於這樣的偽前提作出推論，會誤把泛靈論和巫術的觀點整合到我

們對於靈界的教

義理解中。而這

不正確的整合正

是上述的學者目

前在進行的。

三、採用奇聞軼事

傳統民間宗教證成、並宣傳超自然概念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說故

事，並不斷地重述故事。我們正檢視的著作也採取類似的知識論進

路。他們所敘述的故事成了真相建構的一部分。例如，Otis主張，鬼

魔的力量在山區特別地強大。為了證明他的論點，他引述了與山有關

的宗教信仰以及三手（third-hand）的故事。許多作者敘述各種各樣離

奇的故事以支撐所建構的教義，例如：尼泊爾的基督徒被鬼魔咬傷，

食物被吃掉。另外，即使「百慕達三角」（Bermuda	Triangle）傳說早

被推翻，一些宣教著作仍會引述該傳說，且認為這與該區域枉死的冤

魂有關，需要透過舉行大型的聖餐禮，使上帝的能力藉著聖餐禮使冤

魂得著安息。這種論述其實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種信仰的混雜—將

泛靈論與巫術的觀念糅合進對於靈界的理解中。

宣教新教義的大前提是，這些倡議

者預設了異教信仰等於真實知識

─這是建基於聖經的知識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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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ner認為，聖經沒有提及的問題（如信徒會不會被鬼附身），

我們可以藉由觀察經驗得知，就像我們接受個人的得救見證作為救贖

的證據一樣。然而，本文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能否接受，以對這類

事件的解釋，作為建構不可見事實的教義之知識論基礎？我們能否基

於當代的現象，推論出非立論於聖經、關於靈界的理解？

四、訴諸於實用主義

這些著作經常暗示，只要特定方法行得通，有正面效果，那麼這

些方法的大前提就合理。在此提出兩個問題：一、前述的屬靈爭戰的

效果的確是正面嗎？二、效果正面就能合理化這些方法的大前提嗎？

關於這些方法的效果，至今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倡導和採用這

些方法的人士往往太快認定方法的效用。而且，在靈性上不容易量

化。Kraft、Warner、Murphy等人所影響的不僅止於接受他們諮商的

人。例如，在趕鬼個案，他們宣稱案主的居所發生過嚴重的罪惡或死

亡，使得鬼魔有「權利」進駐房子。這說法影響到的不只是案主，成

千上萬的讀者也會因此產生恐懼，擔心自己的房子需要驅魔。

假設他們的方法真的幫助了許多人，那麼這可以合理化他們的大

前提嗎？不一定。有時候，即使方法錯誤，上帝依然會超越自然而工

作，例如摩西用杖擊打磐石的事件（民二十）。而且，福音的成果往

往與多重因素相關，我們無法輕易斷定哪個單一因素導致了結果。例

如，有位宣教士接受關於區域邪靈的假設，但他也動員諸教會舉辦佈

道大會，強調基督教的合一、為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罪悔改、有力的福

音傳講等—許多人聆聽並回應了福音，我們不因而感到意外。宣講

福音並結出纍纍果實，但這不完全表示，他的假設全然合理。再者，

倘若一位基督徒懷疑屋子裡是否有鬼，無論宣教士是確認有鬼而進行

驅魔，或是告訴這位信眾：基督徒的保障在於基督，不是依賴住在一

間沒有鬼魔的屋子裡（其實撒旦到處遊走），這兩種矛盾的方式都「行

得通」。因此，真正的問題是，歸信基督者是否能夠拒絕那些物件之於

他們的巫術意義。他們不只要棄絕那些物件，更要棄絕那些物件在他

們心裡所代表的意義，如此才能在上帝裡得到自由。

如同異教的各種淨化或彌罪儀式，宣教式的驅魔儀式之所以「行

得通」，是因為它們皆能使信徒在心理層面感到紓緩，然而，這可能十

分暫時，因為若非建基於真理，同樣的問題隨時會再發生，但教導這

些具泛靈論的新概念，卻會帶來長期的不良影響。倡導這類概念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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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們，雖然提議以田野調查形成靈界「科學」的基礎，但這些研究從

根本上就有問題。他們立論的大前提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並操控

研究結果，好為他們關於鬼魔的新教義背書。

五、內在的「鬼魔偵測器」

這些作者認為邪靈創造了隱形的力場，而人們有種類似於偵測輻

射器（Geiger	Counters）的內在裝置，可以感知到那看不見的邪靈。

他們以許多人的經歷，作為特定地域有邪靈壓制的證據：在一些區域

所感受的壓迫感和不舒服的氣氛。他們也相信，在信主之前接觸巫術

的基督徒，會對邪靈的存在特別敏銳。聖經是否支撐這樣的宣稱？沒

有。提及分辨諸靈，經文皆指出教義（他們如何談論耶穌）才是分辨

諸靈的基礎，而非藉著浮動且情緒化的內在偵測器來感知鬼魔的存

在。有許多因素會造成這種負面感覺，例如疾病和文化衝擊。尤其是

當宣教士來到一個陌生地方時，那裡的異教文化、宗教實踐，和自己

的原生社會極為不同，往往會使他們產生焦慮和憂鬱。將這類情緒直

接歸咎於鬼魔的力量，並因此推論出關於靈界感知的新教義，顯然是

缺乏聖經基礎的判斷。

六、個人從神而來的啟示

上述作者亦主張，上帝持續地對我們所面對的特殊情況發出特別

的「知識言語」，通常是以直覺的方式出現，有時是以圖像的方式顯

現，有些人則會感覺到身體的某個部分之痛楚。他們認為上帝的話不

只是永恆地記載在聖經上，上帝也會針對個別情況直接地對個人說

話。我們沒有質疑上帝會在特殊情況下啟發個人，但我們懷疑上帝是

不是繼續地給出啟示。啟發（insight）不會加添新教義，但新的啟示

（revelation）卻會。

我們並不質疑上帝會在特殊情況下啟發個人；然

而，上帝是否繼續給予新啟示？啟發（insight）不
會添加新教義，但新的啟示（revelation）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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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諸於聖經

這些作者是如何使用聖經以支持前述的四個教義？

◆邪靈透過物體接觸傳遞

儘管這些作者主要依據聖經以外的基礎提出佐證，他們偶爾也訴

諸聖經支持此教義。他們論證的進路有二：一、聖經直接如此教導；

二、上帝和撒旦使用物件的方式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從上帝如何使用

物件就能推論撒旦如何使用物件。以下先談論第二個進路，稍後再批

判第一個進路。

他們引述約櫃（撒上四~七）、耶穌的衣裳（太九20）、保羅的手

巾和圍裙（徒十九11-12）等例子，證明上帝的超自然力量可藉著人

或物體施行神蹟，這與巫術或泛靈論的物體使用的確相似。不過，接

觸（contiguity）或符號聯結（symbolic	association）之功用在兩者當中

非常不同。巫術和泛靈論相信接觸或符號聯結本身就是力量及其效果

的關鍵，但聖經並沒有指稱上帝需要依賴這些手段才能讓祂的力量發

揮功效；這些聯結只是作為與人類溝通和互動的適當方式。神蹟在聖

經中被稱為記號（signs），意味著它們是溝通的行動（communicative	

acts）。耶穌其實不需要透過言語和動作就能平息風浪，但若如此，門

徒就不知道那是耶穌做的，「平息風浪」看來就只是怪異且無法解釋的

事件。之所以有這些行動，都是為了傳達特定信息，展示神蹟奇事與

上帝的使者之間的關聯。

上帝有時也會透過人們的溝通行動，作為上帝行神蹟的條件，這

是信心和順服的外顯。例如約書亞和以色列民被命令圍繞耶利哥城七

次（書六3-5），乃縵被吩咐到約旦河中沐浴七次（王下五10）等。

我們不應由此推論，耶利哥城倒塌是因為繞城的次數，或是乃縵的痊

癒是約旦河水的功效。這些外顯的行為其實是人回應並展現信心的方

式，既是對自己，也是對他人。這與巫術和泛靈論將外在形式—物

件和符號—視為關鍵，截然不同。

這些作者宣稱，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使用物件時，將「力場」的

力量（force-field	 power）注入該物件，像約櫃就是被注入力量的物

體，使非利士人非常驚慌。但聖經並沒有說，這是因為有「力場」的

力量附在約櫃而導致的結果，而是說上帝的手重重擊打他們（撒上五

6）。不是物體具有力量，而是上帝具有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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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說法，即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將外邦人的物件帶到家中，

並命令祂的百姓不可雕刻偶像，都是因為這些物件和偶像具有鬼魔的

力量，可以對人造成傷害。事實上，上帝譴責偶像的原因，是因為上

帝是惟一當受敬拜的真神。

◆詛咒

上述作者嘗試訴諸聖經以合理化「口語的巫術」（verbal	magic）。

但由於聖經沒有教導關於鬼魔力量與詛咒之間的聯結，他們只好透過

上帝祝福與詛咒的方式發展論證。可是，他們所提及的詛咒，無論是

由術士或基督徒所召喚，其自然有效性是泛靈論的，而非聖經的。雖

然上帝或上帝藉由其代言人，在特定脈絡下藉著口頭咒詛施展力量，

但聖經從沒教導，那力量存在某些方程式或技巧中。我們亦不能從上

帝的方式推斷出反面的原則，即撒旦和其部下有權力透過一些人類的

儀式傷害特定的人們。

經常出現的假設之一是：那被汲取的力量是非位格（impersonal）

的力量，或是在人裡面的力量，因此可在獨立於上帝或邪靈的意志下

使用。如同上帝創造了電力一樣，上帝也創造了這種可被人操作的力

量。這不是聖經的觀念。另一個假設是：這種力量是鬼魔的，但人類

的儀式和祕術加強鬼魔傷害其他人的力量。箴言二十六章2節告訴我

們，不必害怕不當的詛咒。假設我們做了一些當受詛咒的事，比如欺

詐一位寡婦，我們就應該害怕公義上帝的烈怒和審判，而不是老婦的

詛咒。但若一位巫師詛咒我們，那詛咒就會像「麻雀掠過，燕子翻

飛」。

◆邪靈透過家族遺傳

聖經教導，自亞當開始，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這是普世的情況。

但上述作者認為還有一種是選擇性的狀況，即有些孩子透過遺傳而受

到鬼魔控制。類似教義有時會出現在泛靈論宗教中。他們惟一訴諸的

經文是上帝說：「恨我的，我必懲罰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出二十5；三十四7），由此推斷，若有鬼魔附著在某人身上，

導致他犯罪，那麼透過遺傳，其後代也會因受到鬼魔的影響而犯罪。

這是一個跳躍式論證。經文並沒有說，未出生的孩子會因為父母接觸

巫術或巫術的物件，而被鬼魔附著。聖經強調的是，父母的教導和

示範會影響孩子，這關乎道德，而非巫術。正如耶利米（耶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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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和以西結（結十八2-4）強烈反對以色列古諺「父親吃了酸葡

萄，兒子牙齒就要酸倒」，「但各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必酸倒」。邪惡的父母會因為自己的罪孽而遭受審判，但其子

女只會因仿效父母的行為遭受懲罰；這在乎個人的責任，而非命中註

定。而且，若說某個孩子因為其父母涉及巫術而使他被鬼魔控制，這

就否定了所有生命都是屬神的（結十八4）。

◆區域之邪靈

上述作者大部分都承認，聖經缺乏關於個別邪靈掌管特定區域的

證據，這在民間或泛靈論宗教中卻很普遍。但有一段經文特別被用來

支持這一新教義，即但以理書十章。經文中說道，但以理禁食禱告三

週後，有位天使臨到，說自從他第一天禱告起就已蒙應允，天使正是

為了他的禱告而來，但卻停留在波斯的君那裡二十一天，直到天使長

米迦勒來協助，才得以來到但以理這裡。那天使又要回去與波斯的君

爭戰，並且說希臘的君必來。

一些倡導區域邪靈教義的作者，認為「波斯的君」和「希臘的

君」都是掌管該地域的邪靈，牠們的力量非常強大，以致那傳信的天

使在前往回應但以理的路上被攔阻，需要米迦勒的協助，而天使們必

須繼續和邪靈爭戰。問題是：「波斯的君」是人，還是鬼魔？那拖延的

二十一天，是因為天使在尋找但以理的途中被阻擋，還是天使在為但

以理所祈求的事情爭戰而必須逗留？因此，我們應該先了解，但以理

是為了什麼重大的事情才禁食禱告。

當時，攸關上帝百姓的重大事件即是重建聖殿受到阻止。這應是

但以理禁食祈求以及天使爭戰的緣故。猶大的敵人所賄買的謀士上書

波斯的政治領袖，控告猶大百姓及其重建聖殿的工程（參見以斯拉記

四章）。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對於但以理書十章「波斯的君」有

兩種詮釋的可能。一是撒旦所指派的邪靈，那麼該爭戰就是天使與鬼

魔為了影響波斯領袖而相互爭戰，但這也不能導出撒旦的力量本質上

是區域的，即有一種「力場」連結至特定的地理範圍。二是人類的

「君」，這在但以理書是更常見的指涉。在波斯的塞魯士王統治的第三

年（他就是批准聖殿重建的那位），他委任兒子剛比西斯（Cambyses）

統治部分地區，包括以色列。剛比西斯與其父政策不同，對其他宗教

表現特別的敵意。在這種詮釋下，「波斯的君」很有可能是指剛比西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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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這段經文無法導出特定邪靈駐守特定區域的教義。而且，這教義預設了上帝在特

定區域控制不及其他區域，這有違聖經所言「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給誰就賜給誰」（但

四25、32）。再者，這教義其實延伸自第一個教義，因為特定地區也是某種「物體」，相信某個

區域被鬼魔捆綁，其實和相信物體可被鬼魔附著是一樣的道理。這些教義的共同點在於，我們被

鬼魔攻擊的基礎非關道德和靈性的狀況，而是物理的接觸和符號連結所導致的，這與聖經所強

調—我們應該小心撒旦在教義、道德和靈性層面的影響—是顛倒的。

結論

比較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的進路與這些現代宣教學進行，我們會發現：

（一）保羅認為，剛從偶像崇拜轉向基督信仰的人對靈界有所誤解，故稱他們為「軟弱的弟

兄」。那些宣教學學者卻主張，這些歸信者先前的靈界觀念為真實的。（二）保羅否認獻給偶像的

祭品會導致危害，即便食用也無妨。這些學者卻主張接觸某些物件會受到邪靈侵襲。（三）保羅以

正統教義否定他們對靈界的信仰，但上述學者卻倡導軟弱弟兄的觀點。（四）保羅認知到，關於靈

界的文化信念會影響人們的屬靈健康，但那些信念並不是實存的真實反映。但這些學者卻將文化

的社會建構等同於事實，認為拒絕靈界的信仰會致使宣教無效，而擁抱這些信念就會帶來有效的

宣教，教會也會巨幅增長。我們應該要做的，不是將異教或泛靈論的信仰整合到教義中，而是在

保留正確教義的同時，深入理解不同文化╱宗教之主觀意涵，發展出敏銳於此的教牧和宣教學方

法。	 ✤

（本文係節譯，原文見‘Missiological Syncretism: The New Animistic Paradigm’，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Series , 

Number 3, 1995。已申請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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