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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柏

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
歸信基督教的初探

一 引言

在海外的五千六百萬華人當中，
1 有很多還是華人民間信仰

者。在如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稱為大馬）的地方，

不少華人在經過許多年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洗禮之後，還是保持傳

統的民間信仰崇拜。此外，近二十年來，民間宗教也在中國大陸有

死��復生的趨勢。中國民間信仰本身發源於中國，然後也隨��華僑

移民海外而被帶到國外，可是在中國改革開放過後又由海外華人帶

回國內。
2 因此，海外華人教會對華人民間信仰的認識很是要緊，

1 Patrick Johnstone, Operation Worl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3), 165. 
"The Overseas Chinese number at least 56 millions. Of these, 28 millions live in the four 
Chinese-majority territories and states of Taiwan, Hong Kong, Macau and Singapore. The 
other 28 millions live in over 100 nations of the world."

2 「閩南民間信仰經由國內傳播到國外以後，又由國外反饋到國內，即不少華僑

華人捐資前來國內修建有關廟宇。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華僑華人捐資

前來閩南祖籍地修建廟宇者就更多了，如泉州天后宮、泉州通淮關岳廟、石獅城隍

廟、晉江深滬寶泉庵、青陽石鼓廟、德化石牛山石壺殿等，皆有華僑華人捐資參與

修建。不少華僑華人還在此基礎上進而前來中國投資創辦企業。因此，目前繼續運

用華僑華人民間信仰這一紐帶，借助他們的資金和技術力量來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仍然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李天錫：〈閩南民間信仰在華僑華人中

的傳播及其作用〉（福建：福建社會科學院，2006年4月6日）；下載自<http://fass.
net.cn/fassNews/fass_readnews.asp?NewsID=996>（下載日期：200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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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因為教會需要設法向海外龐大的華人民間信仰者傳福音，也因

為我們要預備向中國大陸許多逐漸歸信民間信仰的同胞傳福音。

二 研究目的

筆者是大馬土生土長的第二代海外華人。大馬在從英國殖民政

府取得獨立五十年後（1957年獨立）已經有大約六百零五萬華人人

口，其中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華人。但是，祖宗從中國大陸帶來的

中國民間信仰在這片土地上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還薪火相傳，越發

興旺。本文是一項針對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歸信基督教的初探。透

過這方面的研究，筆者盼望可以達到以下目的：

(1)  了解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歸信基督教的原因以及民間信仰

者的世界觀。

(2)  藉��達到以上的目的來尋找基督教與民間信仰的接觸點。

(3)  最後，筆者嘗試找出針對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的本土佈道

與牧養模式。

三 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華人民間信仰者信奉民間信仰乃基於自身生命實際

需要 (felt needs)。很多華人民間信仰者在面對生活上眾多大小問題

或困難時，都會尋求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來幫助他們解決。此研究的

結果將顯示這個假設的真實性。因此，筆者嘗試針對華人民間信仰

者的實際需要而建構一個本土化的佈道與牧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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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研究

本研究是一項質化研究，根據民族志 (Ethnographic Research 

Cycle) 的研究
3 確定研究的問題，設定研究的假設，鑒定研究程序

以便得到田野資料以及資料分析。質化研究一般會採用幾個方法，

其中包括觀察描述法或名田野觀察
 (Descriptive Observation)、4 

非

正式民族志訪談 (Informal Ethnographic Interview)5 以及正式民族志

訪談 (Formal Ethnographic Interview)6
，也稱為深度訪談法。

觀察描述法需要研究者親自到研究對象的生活地點進行觀察和

考察。非正式民族志訪談卻是透過與研究對象日常接觸來進行一些

非自覺性的訪談，這是為了讓研究對象在沒有壓力的環境和氣氛下

說出真實的情況。考慮到種種現實的限制，如時間、經費、方便性

以及實切性，並且基於筆者所研究的對象是一��已經從民間信仰歸

信基督教的信徒，所以筆者無法採用以上兩種研究方式。

因此，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法來蒐集資料。

3 James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Fort Worth, TX: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0), 29.

4 質化研究的資料來源相當廣泛，可以源自深度訪談、田野觀察或檔案文獻（如

日記、信件、傳記、歷史記載、新聞報導、媒體素材等），扎根理論特別鍾情於深

度訪談與田野觀察。黃麗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9），頁220。

5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123-124.
6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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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筆者乃是針對大馬新山真理長老教會十位從華人民間信仰背景

歸信基督教的信徒進行正式民族志訪談。透過設計描述開放性的問

題 (open-descriptive questions) 和比較性的問題 (contrast questions) 

來進行正式民族志訪談，筆者盼望與研究對象建立友誼，進行深度

的互動，分析所得。每次訪談都需要用上至少一個小時。有些受訪

者是夫婦關係。雖然他們都會有相同的歸信經歷，但個別的民間信

仰背景與經歷（特別是未結婚前），以及歸信基督教的目的不一定

相同，因此這個研究將他們分開列為個別的受訪者。筆者所設計的

訪談大綱如下。

訪談綱要（華人民間信仰與基督教）

一  歸信基督教

1. 你是甚麼時候信主？

2. 甚麼情況下信主？如何接觸基督教？

3. 是誰帶領你信主？

4. 為何你要信基督教？

5. 你之前如何看待基督教？

6. 信主後有甚麼改變嗎？（生活方式、思想包括人生觀、人際關係、家庭生

活）和以前沒信主前有甚麼不一樣嗎？

7. 你認為信基督教的好處是甚麼？

8. 你認為信基督教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嗎？

9. 歸信基督教之後與民間信仰者的家人在宗教上有甚麼衝突嗎？（如過年過

節、喪禮、清明節掃墓要拜拜等）

10. 你如何解決或作出協調？

二  華人民間信仰

1. 你信主前信甚麼宗教？拜過甚麼神明？

2. 為甚麼會拜這個（些）神明？有甚麼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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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你說出這個（些）神明的教導？

4. 它給你甚麼好處？有甚麼特別靈驗的經歷嗎？

5. 可以談談你拜這神明的具體要求和情況嗎？

6. 當時的生活情況如何？人生觀如何？

7. 後來為何會有改變（要信基督教）？

8. 當時要轉信基督教時遇到甚麼掙扎或困難？（如家人反對、除偶像等）

9. 你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10. 你認為當時拜這神明給你帶來甚麼好處、利益或幫助？

11. 你認為拜這神明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嗎？

12. 你認為基督教和民間信仰最大的不一樣是甚麼？

13. 對於向民間信仰者傳福音，你會提出甚麼建議？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嗎？

（四）受訪樣本

筆者當大馬新山長老會真理堂的義務傳道，已經有五年之久。

這所教會成立於1996年，大約有十一年之歷史。現今平均有230位

成人參與每星期天的兩堂崇拜（大約有180人出席早堂崇拜以及50

人出席晚堂崇拜）。筆者與其中一位傳道交談，估計在參加崇拜會

眾中，大約有60％是從民間信仰的背景中轉信基督教，另外有35％

本身已經有基督教背景，5％屬於無宗教信仰背景。因此，在慣常

參加這教會的��體中，大約有138位成人是從民間信仰的背景中歸

信基督教。十位受訪者都是參加大馬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真理長老教

會的信徒，且都是從華人民間信仰的背景中歸信基督教。他們歸信

基督教的時間介於2年至34年之間。

受訪者以成人為主，年齡在33歲至75歲之間，在婚姻、性別、

職業及教育程度方面，筆者都不加限制。在接受訪談的十位成人

中，有五名男士和五名女士。表一所列為各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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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稱呼 年齡 婚姻狀況 職業 信主年份 民間信仰神明

F1 顏女士 55 已婚 祕書 1997年 觀音、祖先、九皇爺

M1 林先生 33 已婚 裝修生意 2005年

跳童、祖先、玄天上
帝 、 大 伯 公 、 三 太
子、土地公、聖母、
天神、虎爺

F2 黃女士 40 已婚 家庭主婦 2001年
一貫道、觀音、大伯
公、天神、土地公

M2 郭先生 41 已婚 建築生意 2001年
一貫道、觀音、大伯
公、天神、土地公

M3 邱先生 67 已婚 退休校長 1999年 祖先、大伯公

F3 劉女士 60 已婚 教師 1999年
觀 音 、 土 地 公 、 天
神、祖先

F4 朱女士 68 喪偶 家庭主婦 2003年
祖先、大伯公、土地
公、天神

M4 彭先生 37 已婚 家具生意 2003年
祖先、大伯公、黑白
大爺伯、九皇爺、關
公

M5 林先生 58 已婚 商人 2006年
祖 先 、 觀 音 、 土 地
公、大伯公、天神、
��神

F5 陳女士 75 喪偶 家庭主婦 1973年
大伯公、觀音、拿督
公、天神、土地公、
祖先

（五）資料分析的結果

甲 受訪者的歸類

受訪者可歸類為兩個基本的組合。第一個組合是那些比較深入

參與民間信仰的核心崇拜者。他們會親自把民間神明帶回家供奉，

每天或每個月初一、十五都進行一些宗教活動，如上香和守齋之類

等；以及曾經擁有某些靈界的經歷。在受訪者中，有五位是屬於這

個組合 (M1、M2、M4、F4、F5)。

第二個組合的受訪者屬於民間信仰崇拜的外圍��眾。他們普遍

上並不像第一組合的人定時參與民間信仰的宗教儀式，家��也沒用

任何民間信仰的神明，只是到廟宇或父母家才參與膜拜。另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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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般的膜拜也只是根據家庭��的傳統形式，並沒有對民間信仰��

迷。在受訪者當中，也有五位屬於這個組合 (M3、M5、F1、F2、

F3)。

乙 受訪者崇拜民間信仰的目的

當談到崇拜民間神明的目的時，差不多全部受訪者都認為是為

了求平安。這��平安的意義範圍很廣，包括身體的健康、事業的順

利、家人的安全和自己心靈的寄託等。這個主題對於崇拜觀音的人

尤其適用。由此看來，「平安」應該是大馬華人民間信仰��體中一

個很特別的文化主題。

幾乎沒有受訪者認為他們崇拜民間信仰的目的是為了尋找生命

的意義或真理。雖然一貫道是比較有系統教義的民間宗教，但M2和

F2歸信一貫道也是為了求平安。M3和F3是教育工作者，也因此他們

渴望尋求有經典的宗教。雖然如此，他們在遇到生活壓力或不如意

時，也會尋求民間信仰的幫助。F3說：「姐姐突然去世和父親的過

世使我們的家，特別是母親把觀音請到家��來拜。」這一點再證明

華人民間信仰者的功利心理，與西方人為了尋找真理的態度不同。

華人一般對宗教都抱��功利的態度，只要宗教對自己的生活有

幫助就能夠接受，或只要是靈驗的神明就看為真實。當然，他們沒

有那麼容易接受基督教，其中的原因包括基督教的排他性，無法像

華人民間信仰那樣兼容其他神明的共存。所以，M2說：「我們如

果不是因為女兒被邪靈干擾，已經到了走頭無路的地步，也不會來

找基督教。」

對於第二組合的受訪者來說，參與民間信仰的主要原因，乃是

跟從祖宗遺留下來的傳統。他們甚至有時候認為民間信仰是一種非

理性的迷信。但是，基於它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他們也擺脫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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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受訪者歸信基督教的因素

1. 生命危機

一些受訪者都是在經歷生命的危機時才來尋找教會的幫助。有

幾位屬於深入華人民間信仰崇拜的受訪者，都是因為對民間神明的

拜拜感覺失望，才開始轉向基督教。M2和F2是一對夫婦，他們是

因為大女兒被鬼附和攪擾才開始轉向基督教。他們在女兒被邪靈攪

擾的兩年當中，曾經尋求許多民間信仰的神明幫助。他們甚至還歸

信了一貫道，守齋一年，希望能夠幫助女兒。但他們女兒的情況變

本加厲。最後，F2的基督徒妹妹介紹他們「試一試耶穌這個神」。

F2說：「如果耶穌這個神能夠治好我的女兒，我就願意信。」

M4之前因為生意失敗，加上賭博而欠債纍纍，在走投無路

時得到教會幫忙，因此經歷教會肢體的愛心關懷和神的施福。M4

說：「當時已經拜了很多神明，已經很累了。」

M1曾經是跳童，也有做夢預知未來的能力，但當他發現民間

信仰的神明有交易的性質後，開始尋求擺脫。M1說：「一開始我

是因為好奇才要神明上我身，可以走火坑並用血幫人寫符。後來我

發現神明每給你一樣東西，也會有條件。比如他醫治好你家人的病

後，也要求你給他其他東西作交換，如作他的跳童，我大伯父就是

這樣。後來每當有廟會，即使我不願意，但也必須作跳童，壓力很

大。」M1後來在歸信基督教後透過禱告脫離這種困擾。

F5在被丈夫拋棄後帶��五個孩子，後來在朋友帶領下歸信基督

教。F5說：「我說如果我禱告耶穌而他給我工作養活孩子，我就信

他。後來他真的給我一份收入很好的工作。」

這些記錄給我們看到，華人民間信仰者很多時候在危機中尋找

外來力量的幫助，而恰巧基督教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從中我們可以

看到民間信仰者的功利心態。



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歸信基督教的初探  143

2. 生命寄託

一些沒有經歷生命危機的受訪者卻認為需要找到正統的宗教成

為依靠，這與對民間信仰的精神寄託有些相似。M5認為，自己在

商場打拼很多年後認識到自己需要一個生命的依靠。M5說：「基

督教的聖經教導可以給我的人生一個方向和指引。」M3說：「其

實我們都知道自己需要一個有經典的宗教。但佛教的經典太難懂

了。」F1認為女兒已經是基督徒，家庭中不能有不同的宗教，剛好

她在尋找宗教，所以後來就選擇了基督教。由此看來，許多在民間

信仰的外圍者到了某些年齡後，每每覺得他們需要生命的寄託，而

民間信仰並不能具體滿足他們這方面的需要。

3. 教會朋友的愛心關懷

除了M1之外，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是透過教會的人認識基督

教。但即使像M1是自己到教會，也是因為教會朋友的愛心關懷才

會繼續留在教會。M4說：「民間信仰的人都是自私的，大都為��

自己的利益��想。教會講愛心，弟兄姐妹彼此關顧，也會為別人禱

告。」F1說：「以前就是認為家醜不可外揚，自己顧自己就好。但

現在教會可以彼此分享，彼此代禱。」教會的愛心見證和��體生活

無可否認是吸引許多受訪者選擇基督教的原因。

丁 受訪者歸信基督教的掙扎

1. 親戚朋友的壓力

新山是大馬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吸引許多周邊小城市和鄉村

的移民。受訪者一致都是非土生土長的新山人。受訪者中，只有四

位 (M2、F2、M4、F4) 在歸信基督教前在新山家��有設立神明的祭

壇，其他的受訪者都只是在自己老家中才設立民間神明的祭壇。這

些人一般都只會在過年過節回老家時，才參與神明的祭拜或到廟宇

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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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受訪者歸信基督教的主要掙扎是顧慮親戚朋友將如何看他

們。M4說：「當時是考慮周邊的人會如何看我們，是否會排斥我

們。」M1之前在家鄉每年的廟會時作跳童，而且他的大伯父也是

一個跳童，所以他信奉基督教後都一直沒有告訴家鄉的親戚朋友，

直到他在教堂舉行婚禮時才讓他們知道。

對於這方面的壓力，其他的受訪者都認為不太嚴重。其中的原

因包括他們都是已經成家立業的成人，並且歸信基督教是全家的一

致決定，所以親戚朋友也無權理會他們。這和一般年輕人或少年人

單獨歸信基督教，面對與家��民間信仰的衝突有��很大的差別。因

此，教會向成人佈道並帶領全家來歸信基督教，可以避免歸信者與

家人在宗教上起爭論。這是因為華人的信仰態度都是��體性或家族

性，與西方人的個人歸信有分別。

此外，城市化並其所帶來的文化變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當這

些人移民到像新山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基本上已經擺脫鄉村家族

性的關係網和壓力。因此，他們的歸信決定不會受到家族的左右。

若教會能抓緊機會向在大城市的家庭傳福音，便可以達到更大的福

音果效。

2. 除偶像的儀式

但教會在除偶像方面需要注意歸信者的感受。F2說：「他們只

在禱告後就將全部的神明一掃就掃進垃圾袋內，我心��很不舒服，

也有點怕。」M4卻說：「除偶像那刻有點懷疑，問自己這樣的決

定是對的嗎？會不會有報應？」筆者的母親在歸信基督教後除偶像

時也有類似的掙扎，認為牧者除偶像的方式過分簡單和草率。這一

點讓我們對民間信仰者心��的擔憂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一方面他們

可能對基督教的神觀缺乏認識，所以牧者在除偶像前有必要作出更

多的教導。另一方面，民間信仰者與民間信仰擁有已經建立多年的

情與結，所以牧者也需要考慮到這方面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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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祈福消災事宜，華人民間信仰一般都有其處理法則。筆者認

為，華人教會有必要建立一套為歸信基督教的華人除偶像的儀式或

禮儀。教會可以將這些禮儀編成手冊，教導信徒領袖使用。這樣不

單達到教導真理的目的，也同時可以了結華人民間信仰者的情感掙

扎。

3. 歸信後的靈界經歷

在第一組合的受訪者中（比較深入民間信仰者），多位都分

享有關歸信基督教後的靈界經歷。M2和F2的女兒有被邪靈干擾的

背景。雖然這方面的經歷在歸信基督教後已經減少很多，但據F2所

說：「有時候當我女兒軟弱時還是會有干擾。比如她會夢見女鬼警

告她不可以向外公傳福音，因為外公是屬於那女鬼的。所以我們常

常需要為她禱告。」M1曾經是個跳童，他說：「我以前常常會預

先夢到未發生的事情，比如買萬字得到橫財的事。信主後有弟兄曾

經為我禱告棄絕這樣的能力。」M4的太太在除偶像時期也有過奇

異的夢，M4說：「她見到自己被洪水所困，但後來有樓梯出現，

她上樓梯後就脫離危險。」

無論第一組合或第二組合的受訪者都分享他們在歸信後如何經

歷神。M4說：「我和太太不斷禱告，在經濟危機中我們看到神的

開路和供應。」M2分享：「我在工作和供房這些事上都看到神的

祝福。」F1歸信後患了第三期癌症，她也分享了自己如何透過禱告

經歷心靈平安和蒙神的醫治。由此看來，華人民間信仰者在歸信基

督教後，仍然需要感性的經歷來代替過去民間信仰��的靈界經歷。

因此，純理性的宗教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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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受訪者在宗教上如何與非基督徒家人協調

受訪者在歸信基督教之後，每逢過年過節回老家時，總會遇

到家人祭拜民間神明的情況。受訪者都說自己只是旁觀祭拜儀式，

並沒有參與。比如，清明節與家族一起掃墓只是幫忙打掃，在祭拜

時沒有參與，只是獻花。一般來說親戚朋友知道他們信奉基督教之

後，都會尊重他們不點香的意願。

當問及家人如何看待他們的信仰，F4說：「他們會說：『你的

宗教好，你就信你的。你有你的信，我有我的信。』」其他受訪者

都有類似的回答。像之前所說，因為受訪者都是成年人，所以一般

都不會因棄信傳統宗教而與家人起衝突。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只能

夠保持彼此尊重的態度，不可以很自由地和親戚朋友分享基督教。

己 民間信仰者的人生觀

由於華人民間信仰沒有系統的教導，所以受訪者都無法說明民

間信仰的人生觀。M2說：「民間信仰太多避忌，比如說犯太歲，

又要搞這搞那。人生教導倒是沒有。」M4卻說道：「民間信仰的

神明都是自己顧自己，報紙也常報導信徒被騙的事。信徒都是為自

己求福。」因此，可以說華人民間信仰是非理性的宗教。民間信仰

的神明並沒有明確歷史事實為依據，只有虛構的神話和許多禁忌的

約束。
7

7 
吳宗文：《傳統與信仰》（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1995），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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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民間信仰者對基督教的印象

1. 不再是洋教

值得注意的是，較年長的受訪者還沒入教前都認為基督教是洋

教，比如F4和F5便對基督教有這樣的印象。但六十歲以下的受訪者

就沒用這樣的評語。在某方面來說，這表示大馬華人已經擺脫上一

代認為基督教是外來宗教的根深柢固觀念。隨��大馬華人基督徒逐

步增加，一般大馬華人都有信奉基督教的親戚朋友。因此，普遍上

大馬華人已經慢慢減少對基督教的敵視或戒備心。

2. 未深入民心

雖然基督教在大馬華人民間信仰者心目中已經漸漸擺脫洋教

的形象，但一些受訪者認為，基督教還是無法深入民心。M3和F3

這對夫婦就認為基督教給華人一種屬於中上階級人士宗教的印象。

M3說：「華人廟宇全天開放給任何人來參拜，連凌晨4點都有人

來，反觀教堂卻只在某一天才開放，其他大部分時間都關閉。」由

此可見，基督教缺乏像華人民間信仰那種可以吸引基層人士的影響

力。F3說：「很多華人有問題時都會先尋找民間神明，因為基督教

似乎給人無法得其門而入的感覺。」

因此，基督教有必要拉近和華人民間信仰者的距離。其中，教

會有必要開放教堂以便接觸普羅大眾，特別是基層華人。這給我們

看到社會關懷事工的重要。教會應該把教堂變成社會活動中心，如

樂齡中心、青年活動中心、學生溫習中心等。這樣做不但可以善用

資源，也可以使教堂成為成為接觸��眾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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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受訪者對向民間信仰者傳福音的建議

1. 建立和諧關係、好的行為見證

所有受訪者一致認為，要向民間信仰者傳福音，建立關係是重

要的一環。每個受訪者都是由所認識的人，如兄弟姐妹、孩子、老

同學、生意夥伴等帶領而接觸基督教。此外，教會肢體愛心生活的

見證能吸引民間信仰者歸信基督教，而教會對慕道者的關懷也是使

他們繼續留在教會的重要因素。故此，與民間信仰者建立和諧關係

很重要，教會小組化在這方面起��很大的效用。

有受訪者透露，未信基督教前，因談到基督教與基督徒爭論的

經歷，導致他們對基督教產生負面的印象。F2說：「我的妹妹是基

督徒，從前每次和她談到信仰都會吵架，因為她的行為根本不像他

們所講的宗教那麼好。」M1說：「我們應該避免偏激的思想，認

為民間信仰者的宗教是偶像，是假的。需要尊重他們的宗教，用時

間與他們建立關係，讓他們先看到我們的好行為。」

受訪者都認為，向華人民間信仰者傳福音不可以太急進，而需

要用時間讓他們看到基督教的好處。這些好處就只有透過信徒生活

的好見證才能具體顯現。因此，教會需要在這些慕道者已經參與教

會一段時間，並對教會有些認識後才能使用「三福」等工具。

2. 生命見證分享

基於華人民間信仰的功利性質，華人民間信仰者都想看到基督

教對自己的好處後才歸信。筆者在訪談這十位有民間信仰背景人士

時發現，其實他們都是在經歷了基督教的好處後才歸信基督教。因

此，這些人的歸信經歷可以幫助有同樣背景的人。教會可以幫助民

間信仰背景的信徒寫個人歸信的見證，將之成為佈道工具，然後在

適當的時候分發給他們的親朋戚友。此外，教會也可以邀請他們參

與探訪的工作，用口述的方法來分享他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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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佈道與牧養的反思

（一）遺失的中間層

根據宣教人類學家希伯特 (Paul Hiebert) 所說，西方的世界觀

是根據兩層的觀點來看事物 (two-tiered view of reality)（參附錄：

圖一）。
8 這個兩個層面的世界觀便是宗教的層面和科學的層面。

科學的層面只處理物質可衡量的事物，並把其餘非物質的事物留給

宗教的層面去處理。
9 科學是用來衡量和解釋感官的經歷，並在自

然界��可試驗及證明的事物。另一方面，宗教卻是用以解釋自然界

以外事物，和異象、異夢以及內心感受的信仰問題。
10 這種西方的

世界觀導致人忽略了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所謂的中間層面（參附錄：

圖一）。

「遺失或被忽略的中間層」(the excluded / missing zone) 是屬

於充滿靈界能力的民間或低等宗教的層面。華人民間信仰的崇拜就

是屬於這個層面。因此，帶有西方色彩的基督教不能滿足東方或華

人民間信仰者的各種需要。

為了能夠得��這��華人民間信仰者，華人教會有必要了解不同

華人民間信仰的實際內涵。這樣，華人教會才能更有效地將基督教

本色化，以取代華人民間信仰。

例如，對觀音的信徒來說，他們每早晨都會到觀音廟��去燒

香，所以教會也應該鼓勵信徒早上到教會來禱告。既然觀音廟是全

天開放歡迎信徒來燒香禮拜，教會也應該全天開放教堂，讓願意禱

8 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4), 196.

9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197.
10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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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信徒隨時可以到來禱告。這樣可以使教會配合從民間信仰歸信

基督教的信徒之前所習慣的信仰模式。筆者在吉隆坡的母會衛理公

會福建堂便是每周二至周六都有早禱會。一些信徒都會每早晨先到

教堂與牧師一起禱告，得到牧師的祝福後才上班或上學。

（二）整全的神學

希伯特建議，為了回應以上的問題，教會需要建構一套更整

全的神學（參附錄：圖二）。
11 為了要代替被忽略的層面，以便我

們可以更有效地向民間信仰者傳福音，我們需要建構一套關於神在

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以及在個人生活中的作為的神學。它包含了神

的引導、神的供應和醫治、祭祖、靈界、苦難、災禍以及死亡的

神學。
12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了解聖靈在人類的活動中所扮演的角

色。聖靈是「保惠師」，而且祂本身就是神。祂來為要賜平安並安

慰過去受過傷害、現在面對困難以及面對未知未來的人。這將是教

會可以提供給民間信仰者其中最富吸引力的地方。

按照這篇專文研究的結果，許多屬於第一組合的深入民間信仰

者或多或少都曾經有一些靈界的經歷。他們在歸信基督教後，也需

要在個人生命��經歷基督教上帝的作為，來代替以前在民間信仰中

的靈界經歷。因此，禱告便成為這些人經歷神的重要管道。

11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198-199.
12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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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宗教的實用性或功利性

甲 信仰的實踐

在之前探討受訪者信仰民間神明的目的，以及他們歸信基督

教的因素時，發現民間信仰者的現實和功利心態。針對這一點，教

會應該不單注重教導教義，而是更實際地讓信徒可以實踐他們的信

仰，將他們的信仰與日常生活融合。因此，信徒可以透過教會的小

組生活來得到實際幫助，並且將每周的聖經教導實踐在生活中。

乙 社會的關懷

另一方面，筆者之前也提出了社區關懷或社會服務對接觸和吸

引華人民間信仰者的重要。教會有必要讓社區感受到基督教信仰對

華人��體的實際幫助，以便滿足華人務實的宗教心理需要。這些社

區關懷的工作可以以不同的服務形式出現，比如開辦補習班、媽媽

小組、青少年活動中心、樂齡活動等。這樣，教會就能夠滿足華人

社區的實際切身需要，與社區建立橋梁，也令這些社區服務成為很

有效的佈道預工。

丙 主日崇拜的牧養

針對崇拜的牧養方面，許多靈恩派背景的教會在這方面有很多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們除了能夠擺脫傳統教會嚴肅、缺乏感情

的宗教表達方式，帶來活潑並有情感經歷的形象之外，他們的講道

也注重如何實踐和行道的應用層面。在大馬的華人教會中，這些教

會往往影響和吸引更多基層的華人��體，而基督教信仰對這些人不

再是遙不可及，也不是只適合受過西方教育或中上階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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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故事見證的分享

在前面的研究分析部分中，筆者已經建議教會可以多善用述說

故事，和藉��民間信仰者歸信基督教的見證來傳福音。在使用「三

福」和「四律」等佈道工具前，教會更應該鼓勵信徒整理和寫出自

己歸信的見證，以便成為隨時可以使用的佈道工具。此外，信徒也

可以使用日常所經歷的見證來與非信徒朋友分享。牧者或小組組長

出外探訪家庭時，也可以帶一兩位信徒在旁，鼓勵他們分享見證，

參與佈道和牧養的工作。

（四）和諧關係的重要—對待民間信仰態度的再思

在之前的研究分析��，已經提到要向華人民間信仰者佈道的時

候，許多受訪者都一致認為有必要與對方維持長遠及和諧的關係。

顯然，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都認為和諧是整個中國文化（大傳

統和小傳統）的中心主題。
13 針對這一點，教會��體需要知道向華

人民間信仰者傳福音的原則，就是在於維持和諧的關係。

過去，西方宣教士從一個完全無偶像敬拜的西方社會來到滿

天神佛的中國時，應該經歷了不少文化衝突。西方教會經過幾百年

的宗教改革。主要的宗教爭戰和爭論都圍繞��信仰的正統性這個課

題。西方宣教士在中國除了無法適應到處都是偶像的文化環境，加

上抱有為真理而戰的宣教態度，促使很多西方宣教士對華人民間信

仰的文化採取敵視的態度。華人教會普遍上承接了西方宣教士的屬

靈傳統，也因此對信仰民間宗教的同胞採取相同的態度。

13 中國人最根深柢固的願望乃是追求和諧，不論是自我修養或是涉及世事，甚

至對宇宙大自然，「和諧」是中國人的共同價值觀，也是中國人的共同思維方式。

黃麗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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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沿用西方人看待異教徒 (pagan) 或未開化者 (heathen) 或異

端 (heresy) 的宣教態度，恐怕仍然深深地影響��今天的華人教會。

因此，西方宣教士在過去往往採用對質性 (confrontational) 的方法

來向中國人宣教。教會往往把這些民間的神明稱為假神或偶像。此

外，由於近幾十年來受到靈恩運動的影響，教會對一切華人民間信

仰增添了一份強烈的排斥心態，認為民間信仰是屬魔鬼的。以上種

種敵視心態已經在華人教會與民間信仰者築起一道無形的牆。

這也是許多受訪者認為傳統的傳福音方式往往破壞教會與民間

信仰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帶來傷害的原因。因此，華人教會有必要

在兼顧真理同時，重新思考傳統華人教會對待華人民間信仰者的敵

視思維。在傳揚福音時，教會需要考慮到民間信仰者的感受，並且

尊重對方宗教和思想。教會需要在中國人追求和諧關係的框架��進

行福音事工。

（五）民間信仰的家族性

另一個與和諧有關的課題，就是民間信仰的家族性或��體性。

此研究發現，受訪者因為都是於成年時歸信基督教，而且大多數都

是全家歸信，故此得以避免與原生家庭發生宗教衝突。這點和少年

人單獨歸信基督教而引起家人反對的情況大不相同。

過去華人教會因為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似乎在佈道這方面都

會傾向帶領人個別決志歸主。這方面與中國宗教的家族性有很大分

別。中國人和許多亞州民族一樣，都是比較屬於��體性的民族。因

此，宗教信仰也是��體性的。

許多華人教會的第一代信徒都不是全家同一時間歸主，而是逐

個逐個地接受基督教。因此，教會在採用西方的個人佈道策略時，

需要更多考慮全家佈道的福音策略。這樣的福音策略更能體現華人

家庭的和諧觀念，並且避免發生宗教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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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情感的層面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在這研究中，受訪者大多未能說明民間信仰的教導。但當問到

關於他們的靈異經歷時，他們卻能夠很自然的訴說。研究的分析也

提出有部分歸信者在離開民間信仰後，仍然經歷到民間信仰神明的

干擾。所以，牧者需要針對歸信者在民間信仰文化��的情感層面，

從而作出相應的牧養（參附錄：圖三）。
14 基督教也有許多感性和

經歷的元素。我們從聖經看到，耶穌基督在他的一生事奉中行了許

多神��奇事。比起基督教的許多理性教義，這對許多屬於基層人士

的民間信仰者更具有吸引力。

與此同時，當這些民間信仰者面對人生的問題時，基督徒應該

抓緊機會為他們禱告，輔導和關心他們。筆者也知道有些大馬教會

（包括母會）在向民間信仰者佈道時，徵得對方的同意下為對方的

需要禱告，而這樣的行動往往成為與民間信仰者建立和諧關係的突

破點。對於受苦的基層民間信仰者來說，任何能夠滿足他們宗教情

感層面的行動，都將帶來精神上的寄託和安慰。 

（七）文化的變遷

在關於受訪者歸信基督教的掙扎之分析部分，筆者已經提出了

有關城市化所帶來的文化變遷因素。大馬地廣人稀，並且還是屬於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因此城市化是大勢所趨。許多鄉鎮人口將不斷

地湧到大城市來尋找工作機會，而這也將中斷他們與老家的華人民

間信仰紐帶關係。在許多大馬的鄉鎮地區，華人教會的佈道和牧養

工作大致上相對貧弱，而教會也比較集中在大城市。因此，當這些

人遷移到大城市工作或求學時，他們基本上有更多機會接觸福音。

此外，許多城市也有很多新開發的住宅區。

14 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for Missionar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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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中發現，一般來說，新一代的大馬華人經過幾十年的

現代化洗禮後，比年長一輩更少將民間神明安放在新的寓所��。在

沒有親戚朋友的��體壓力之下，再加上缺乏精神的寄託（許多歸信

基督教的原因），相信這正給予大馬城市華人教會向華人傳福音的

大好機會。這些城市人的歸信也將間接帶動鄉鎮華人��體的福音工

作，因為他們也自然會把福音帶回自己的老家。

另外，此研究也發現，一般大馬華人開始接納基督教為華人

信仰的一部分，並且摒除基督教為洋教的傳統觀念。這可能因為大

馬在1957年獨立時，政府停止發放宣教士的簽證，導致宣教士在很

短時間內需要離開大馬。大馬教會（特別是華人教會）需要在這種

環境下自治、自養和自傳，並且設法融入華人的文化��體當中。所

以，大馬華人教會在這幾十年來經歷過許多自然本色化的過程。大

馬華人對基督教觀念的轉變，正好說明了文化變遷朝向對華人教會

有利的道路發展。

再者，隨��人民教育程度普遍提升，愈來愈多外圍的華人民間

信仰者也開始尋找一個有經典的正統宗教。正如此研究發現，一些

華人也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但是，基於文化和信徒人數的原因，

基督教在大馬還不像佛教那樣普及。這有待華人教會藉��更有效的

媒體廣泛傳福音。

最後，教會可以藉��針對這些民間信仰者的理性層面來把基督

教介紹給他們（參附錄：圖三）。民間信仰當中有很多非科學和非

理性的地方。比如說，觀音本來在印度是個男人，但來到中國卻變

成了女神。基督徒可以藉��對話的方法，讓教育程度較高的民間信

仰者看到民間信仰的反邏輯特點，以便引導他們考慮更有理性的基

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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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

按照大馬政府2000年的人口統計，大馬的605萬華人當中（佔

大馬2,327萬人口的26％）有4.2％是基督徒，19.2％是佛教徒以及

2.6％是道教徒。
15 其實幾乎大部分所謂華人佛教徒都帶有華人民

間信仰的背景。這些都是大馬華人教會要得��的龐大福音��體。在

此研究中受訪者所屬的大馬新山真理長老教會內，接近60％的信徒

是從民間信仰背景中歸信基督教。因此，關於大馬華人民間信仰的

研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領域。本研究只是一個初探，當然有許多不

足之處。筆者對未來探討方向提出如下建議：

（一）量化研究

因為時間及其他條件的限制，筆者這次只做質化的研究。將來

的研究可以進一步使用問卷的方式將質化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量化。

筆者有興趣知道這些歸信基督教的大馬華人��體當中，有多少是屬

於核心民間信仰者以及有多少是屬於外圍的民間信仰者。從這兩組

人中，可以再詳細研究他們個別的信仰系統或世界觀。

（二）特定民間神明的研究

針對以上比較多人崇拜的民間神明，我們可以再做某些特定神

明崇拜的研究，如在這次研究的樣本中，比較多人信仰的神明包括

觀音、天神（天公）、土地公和大伯公。 

15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00,"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eport  (2001); from 
<http://www.statistics.gov.my/english/frameset_census.php?file=pressdemo> (accessed 30 
Apr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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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純華人民間信仰者的研究

這次的研究對象已經歸信基督教一段時間，因此有可能他們的

世界觀已經有一些改變或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他們在回顧以前的

民間信仰時可能會有一些觀念的改變，導致研究缺乏某方面的客觀

性。筆者曾經在2001年研究觀音崇拜的信仰者。那時的研究是針對

某觀音廟的信徒的田野研究。筆者發現那時的研究比較能夠顯示此

信仰者的原本世界觀。但這樣的研究對於歸信基督教方面，卻無法

作出實際的探討。

（四）特定華人籍貫的民間信仰研究

大馬華人從中國大陸移民來南洋時也帶來了他們老家的神明。

因此，個別籍貫或華人��體的民間神明都有不同。比如，閩南人中

最大的民間神明是天公或天神和天后（或叫媽祖）。不但如此，不

同籍貫的廟宇所供奉的神明也不一樣，並且建築風格也迥異。因

此，研究某些特定籍貫的民間信仰，將能夠了解他們特別的文化。

當然，籍貫的特有文化也正隨��普通話的推廣和其他的因素而逐漸

消失，但大馬的華人��體還不像香港的華人��體那樣單一化。

筆者盼望，透過進一步研究，不但可以得到更客觀、準確和完

善的資料，而且也可以促使大馬華人教會領袖廣泛討論和認識這個

課題。這樣，我們可以建構一套更本土化的大馬華人基督教神學，

以致可以更有效地達到大馬華人��體認信福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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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西方人兩層觀點的世界觀

譯自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4), 196.

宗教

科學

（被忽略的中間層）

信仰
神��奇事
他世的問題
神聖

視覺和經歷
自然次序
今世的問題
世俗

圖二：整全的神學觀

上帝

宇宙的歷史 真理的相遇 其他宗教
（對於自己、社會和宇宙
之起源、目的和結果的解釋）

人類的歷史 能力的相遇 民間宗教
（對於前途的未知數、
現今的危機以及過去無法明白
的事件之解釋。
對人類經歷賦予意義。）

自然界的歷史 試驗／經驗的相遇 世俗主義
（對於自然界與人類次序、
社交關係以及自然世界的解釋）

譯自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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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文化的三個層面

譯自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for Missionar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5), 31.

理性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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