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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 定義與範圍 

1. 民間宗教：較具規範、有教義、經典、禮儀

和組織體系等。 

2. 民間信仰：範圍較寬闊，中國的傳統文化有

大量民間信仰成份，例如： 

a. 信仰成分：如神鬼、祖先的觀念 

b. 禮儀成分：家祭、廟祭、墓祭、人生禮儀、

公共節慶、占卜 

c. 象徵成分：風水、道符、對聯等 

d. 是百姓生活一部份 

這些民間信仰對我們的世界觀、對問題的理解、

對事物的判斷，和日常生活都產生影響。 

 

二、 基督徒信仰民間宗教化的表現 

中國信徒常在以下兩方面受民間信仰影響而 

不自知： 

1. 在釋經方面； 

2. 信仰實踐方面－日常生活、敬拜形式。 

 

三、 如何脫離民間信仰的影響 

1. 醒覺自己確受民間信仰影響，才能求變； 

2. 信心建基在神，相信神用聖經的話來更新我

們。 

 

四、 學習辨識民間信仰對我們的影響 

1. 不要抗拒認識民間信仰，願意找出傳統信仰

對自己信仰的影響。 

2. 不落入極端消極，不要因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而覺得自己太受傳統信仰影響，無可救藥。 

3. 追求明白後更愛神，而不是醒覺後到處定弟

兄姊妹的罪，指責他們受民間信仰荼毒。 

 
 

第一課 

神諭－神托夢／直接啟示我？ 

 

一、 問題 

夢裡出現的聲音，會是來自神的啟示嗎？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要點 

1.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承認人神能溝通。溝通方

法之一，就是神托夢給人告知信息。但在基

督教信仰裡，並不強調神人溝通主要靠夢。 

2. 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夢，有一套可操作的解釋

方法。迦南地和多神教的祭司、通靈的人也

用一套方法去操縱解釋人的夢，以夢中內容

解說人的命運。但在基督信仰，是神主動來

工作，由神來作掌管、作控制。人是被動的。 

3. 如何理解夢？用民間信仰系統來解釋，是不

安全的。因為那只是一套固有的認知系統，

會有偏見、習俗、迷信成份摻雜其中，而且

趨吉避凶、功利的色彩濃厚。 

4. 信徒如何分辨、確定夢中信息來自神？ 

a. 視乎夢的內容與現實處境的關連，當中內容

可有違背神的教導、律例、典章。 

b. 申 13：1－5；耶 23：25－30 提到做夢的人，

如果傳講的是叫百姓遠離神的信息，就表示

那夢絕不是來自神。 

c. 視乎夢的內容是否應驗。申 18：22“先知託

耶和華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

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

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5. 異夢其實並不多。舊約中，神用許多方法向

人啟示他的心意，夢只是其中之一。神會用

別的方法顯明旨意。而且舊約作者從不將夢

“固定化”，用一套可以控制的、同樣的方

法，來套取解說神的啟示。我們的主是神，

他按他心意用他的時間和方式來說話，絕非

人能控制。神的心意已顯明在聖經中，我們

好好讀經就會明白他的旨意。 

6. 國人的信仰盲點：重視夢和神的啟示，熱衷

用最直接的方式，從神那裡得最明確、鉅細

無遺的生活指導。信徒常問“如何明白神的

心意？”卻少留意傳道人的教導。 

7. 神的啟示隨時代發展越發完整，特別耶穌基

督道成肉身，更顯明了神心意。舊約先知直

接領受神信息的形態在新約越發減少，過度

到新約，再到教會時代和今天，信徒已不再

強調特殊的領受，反而該扎扎實實回到聖經，

因為神要我們知道的真理，已寫明在聖經裡

了。當我們要做一些決定，也該在聖經中尋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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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夢的危險性：夢境的啟示不一定是真理。特

別在不明白夢中聲音來源的時候，跟從夢境

作決定很危險。 

9. 總結：了解自己如何受傳統文化影響，以夢

境作神諭的危險。不鼓勵信徒以夢境內容作

為解說神心意的途徑。 

 
 

第二課 

經卷、聖物、儀式的“法力” 

 

一、 問題 

儀式、聖物等工具有使信徒安心的效用？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要點 

1. 民間信仰也是通過大量的儀式和作法，達到

令人安心的目的。如：走路的方式、物件的

擺設方位……問題是：做這些事的人並沒有

“真平安”，也沒有“真平安”的把握。徒

19：11－12記保羅的手帕也曾被人接觸過，

那人就得了醫治。似乎也在暗示了“聖物”

的能力。關鍵在於能力的來源，信徒要分辨

來自神。 

2. 基督信仰給人的卻是“真平安”。基督徒有

把握。神所賜的聖靈在我們心裡給我們出人

意外的平安。耶穌說他所賜的平安不是世界

能給的，不是做不做一件事，就有或沒有的

平安。 

3. 人要透過經歷和符號（實際的儀式），來體驗

信仰。主耶穌也親自設立聖餐。關鍵是要找

對源頭。不是十字架項鍊、聖經這本經典給

人平安，而是神自己。 

4. 民間信仰在敬拜聖物的迷思、對信徒的影響，

例如： 

a. “請”一部經典回家；用紅布（認為紅色有

驅邪的作用）包起來，放在家能保佑全家、

出門隨身也保平安。如識字，將經典抄一遍

就更不得了，抄完送人功德更大。有些基督

徒也這樣做：出門帶經卻不讀，或用聖經拍

別人為人治病，都帶有民間信仰的色彩。 

b. 個案中的信徒，“用聖水治病強身”仿如拜

觀音者信奉偶像手中所持的楊枝甘露，或北

海銅人盤中的成天露。這些迷信的東西，都

在影響著一些農村信徒。 

5. 信徒這樣做，或出於一種單純虔誠的信仰情

懷，或因不知怎樣做，就用過去所認知的傳

統禮數來敬拜，但這是有問題的。教會應告

訴信徒該怎樣做，尤其是初信者，免得他們

自己琢磨去想。 

6. 摩西五經中，神曉諭了他子民當怎樣做。利

未人和祭司就知道當如何做。神強調選民的

敬拜，不該帶有埃及和迦南異教的特點。當

抬約櫃的烏撒用異教徒的方法以牛車載約櫃，

神就擊殺烏撒。總之不要用帶有舊有宗教符

號，或讓人誤會的方式來做，要用神啟示的

方法去做。 

7. 作文化轉換、重新解釋：有些動作、物品是

有原來的意思，我們須在信仰中替換舊有的

東西，賦予它新的代表意義。 

8. 聖經中顯示出神是看我們的心，神知道我們

的有限，知道我們的心是向著他、愛他，就

給我們很大的安全感。 

9. 國人很怕犯錯得罪神：傳統民間宗教信奉者

和偶像之間的關係就是：動輒得咎。要百份

百對，才保證得福。一旦犯錯，就會遭禍。

如此，許多民間宗教信奉者活在恐懼戰兢裡，

沒有平安喜樂。這種心態如不能被主在十架

上的大愛所更新，就會常常怕犯錯，好像我

們所面對的是一位常常發怒的神。但神不是

這樣的。神的愛已在十架上向我們顯明。我

們應存坦然無懼的心在他面前，或許我們做

得不足，但神會赦免、饒恕、潔淨我們。我

們只要來到神面前，神就會赦免。舊約以色

列人的經歷告訴我們，靠著人的力量根本做

不到完全，律法是讓我們知罪，只有耶穌基

督的十架才是最寶貴的，讓我們能來到父面

前。讓我們以本相跟隨神，慢慢學習成長，

不是要完全了神才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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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靈媒／得道高人” 

 

一、 問題 

將通靈的人“特殊化”。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要點 

1. 民間信仰有靈媒（有叫“馬子”、“巫師”、

“風水師”、“算命先生”的），人們以為他

們能“接通鬼神靈”，懼怕他們，給他們特

殊地位。跟隨者要他們作代理人，求他們用

白巫術（讓人得利）或黑巫術（讓人得禍）

幫助自己。 

2. 有些基督徒也受了影響。內地民間社會也有

些傳道人有這類似的角色：既有權威，又令

人敬而遠之，但傳道人不當如此。 

3. 也有信徒以為傳道人的禱告特別好，於是自

己少禱告，多叫傳道人代禱。結果傳道人講

道時，會眾打盹兒；講完道，眾人圍上來，

排著隊等傳道代禱。 

4. 教會傳道人應多操練和會眾一起禱告，並請

對方為自己禱告，這也是操練謙卑的方法。 

5. 信徒不該盲從屬靈領袖，只信他的權威禱告，

而自己不親近耶穌，否則就讓我們與神之間，

重新又豎起耶穌已除去的帕子。 

6. 信徒輕忽教理，不追求真理，只求感覺和權

威，追求誰的禱告靈驗，是相當危險的。 

7. 提前 2：5“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醒我們不要將人偶像化，卻要追求認識、

高舉耶穌。 

8. 凡是遇到有人說只有透過他才能和神溝通，

要特別小心。 

9. 要認識聖經，以分辨諸靈，不要因好奇追求

特殊的宗教經驗，免受邪靈迷惑。 

10. 屬靈前輩給人的幫助是大的。屬靈前輩會

將我們帶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人的面前。他

們會和後輩一起禱告、分享神的話和神對他

們的帶領。施洗約翰就是好榜樣，他說：“他

必興旺，我必衰微。” 

 

第四課 

民間信仰式的“釋經” 

 

一、 問題 

對聖經經文的誤解、誤用。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要點 

1. 傳統理解經典的做法：“我注六經”或“六

經注我”。兩種做法都影響到今天信徒。“我

注六經”（讀入法）把自己的意思讀進去，

從微言闡大意。另一種讀法是“六經注我”

（讀出法），注重的是經文本身的意思。傳統

民間信仰用的多為“我注六經”，昔日太平

天國的洪秀全是這樣，今天許多民間信徒領

袖也是這樣。神的話淪為被利用的工具（异

端用的是這方法），用自己的理解左右經文的

意思。 

2. 我們今天讀經要全面、要正確。傳道人要對

聖經有規範正確的認識，而不是用聖經作開

場白帶進自己想講的主題。 

3. 讀經時要留意： 

a. 要對神的話存敬畏的態度。聖經是神的話，

不能隨己意胡來； 

b. 要禱告求 

c. 看上文下理 

d. 以經解經 

e. 對當時經文寫作背景有認識 

f. 對經卷文體的了解 

4. 個案糾正：聖經沒有說婦女有月經不能讀經；

賽 63：1－3穿紅衣的是神，不能理解為不可

穿紅衣聚會；哈利路亞是音譯； 

a. 要瞭解自己受了什么影響，並肯定聖經是神

的話，不能隨便用自己的話亂解。 

b. 要承認自己的無知，努力學習、研讀。希望

同工好好裝備，即使做了傳道人也要繼續把

握機會去裝備。信徒也要好好學習神的話以

加強分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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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民間信仰式的“救贖觀”和“成聖觀” 

 

一、 現象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釋得救與否、成聖在於“避開

不潔”。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要點 

1. 民間宗教認為有許多方法可以得救。國人對

“只有一個方法才能得救”難以理解。對

“信就可得救，不用做任何事”(如“割

禮 ”)也難以理解。 

2. 人死了“屍軟”就得救，“屍硬”就不得救，

這完全是民間宗教的看法，聖經裡根本沒有

這樣說。要按神的話作為是否得救的指導，

而不是受傳統宗教習俗的作法說法影響。 

3. 加強“信心”的教導。神加給我們的信心，

是可行的，有表現形式，羅馬書中因信稱義、

雅各書提到因信帶來行動。 

4. 可從約翰壹書中讓肢體認識自己有得救的確

據。約壹許多生活見證，說明我們因信神而

有得救的確據。如：約壹 5：11－13“這見

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

子裡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

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

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

生。” 

5. 我們不要受民間宗教那種功利主義色彩影響，

一味圖捷徑。不要想著要控制神，用代價最

少的方式去得到想要的。結果所信的和所行

的分裂了。我們不賄賂神。我們的行為是信

仰生命的外露，是自然表達，不是刻意表演

／可操作的法式。 

6. 我們生活在世，還未經驗到完全的得贖。有

一定的不安，提醒我們更多地依靠神、禱告、

而不是完全化解這不安。 

7. “分別為聖”不是脫離世界，與世人隔離、

因我們還要活在世上向人傳福音。 

8. 從清朝起，“龍”的符號就大行其道，有不

同的意思：周公文化的象徵、天在人間的帶

領、中國文化的象徵、祖宗……信徒要分辨

哪些有宗教色彩，哪些有文化內涵。教會作

教導時不宜將之普遍化，因各處有例，各人

理解背景不同。當猶太信徒不吃肉，外邦人

吃肉時，保羅教導：不能因這問題而分裂教

會。觀點可以有不同，問題可在教會內作協

調。兩派人不能互相看不起。信心剛強的要

擔負信心軟弱的。對“龍”的處理，教會教

導不宜普遍化。即使教會中有不同觀點，我

們也要彼此尊重和接納。 

 
 

第六課 

神有求必應、消災解難？ 

 

一、 現象 

由生活遭遇順逆來決定對神的態度、決定信神的

好與不好。 

 

二、 個案（詳情請聽廣播） 

 

三、 重點 

1. 思考：我們對神的期望，可有加進民間信仰

的成分？ 

2. 民間信仰對所信的偶像有很實際功利的期望，

求今生有好處，消災解難。 

3. 民間信仰中對信奉者有要求：要許願、願望

達成要還願（多用物質來供奉偶像），也要內

外兼修（在外多做好事修善積德，在內要燒

香唸佛；道家則修內丹）。 

4. 如果做了很多也沒有達到利益效果，就會受

“因果論”影響，解釋為“自己上輩子作孽

太多”如此就會安心，認定下輩子會好過。 

5. 基督信仰和民間迷信最大分別是“誰是主”。

基督信仰以耶穌為中心。民間信仰則是個人

主義，多為個人利益求，也想控制偶像，用

一套方法逼偶像做某些事。如果偶像達不到

個人願望，不靈驗，就會受唾棄。 

6. 基督徒也會向神求美事、善事，但尊重神的

主權。 

7. 信徒也會遇苦難，但仍會堅信神。 

8. 雖然神在萬事上有主權，但我們身為天父的

兒女，應該向神禱告祈求。目的不是為自己，

而是一種關係的表達。父神給不給，自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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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 

9. 我們要和在患難中的肢體一同祈求，一同背

負生活的重擔，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