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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空間表的象徵與儀式

在導論所勾畫的方法之基礎上，我們以提問聖禮是一種怎

樣的普遍人類現象來開始 3 嘗試以完全外人的眼光來看聖禮。

沒多少人會否認聖禮是儀式 (rite) ，有些人或許會否認它們

是儀式化動作 (ritua)) ，但這也許較可能是因為在現代意識中，

後一詞己據有超過其基本意思的負面含義(見本章稍後) ，儀式

化動作的本意清楚地跟「儀式」相關。為了避免這些負面含義，

一般來說 3 我將傾向於「儀式J 這詞 ，但是當我使用「儀式化動

作J 時，是指它最初的輿較近期的社會學意義，而不作價值判

斷。

因此，儀式一一 包括聖禮一一對人類來說是甚麼呢?它

替人類做了甚麼?

聖禮在1<星人前

我們這樣來開始，想像一輩觀察者，有超車的智慧，也善

於提出理論來解釋事物，但是觀察者對人類沒有直覺同理心

( instinctive empathy) ， 也沒有能力分曉人類對自己行為的理解，

觀察者跟人類同樣有著基本的衝動，因此能理解對性和自保的

動機，這可解釋我們在本能層坎上昕做的，觀察者也很有能力

從這基礎建構理論來解釋行為，但是卻不分曉任何人類語吉或



文化， 不能跟人類有同盟心 ，因此觀察者不能理解人類 自己的

解釋，聖禮或任何其他人類現象也或許顯然不能把自 己的意義

向這些觀察者揭示 ， 我們可以想像觀察者是來自另一行星的理

性存有，且說是火星。

練習(也可以分組 3 每組討論一個標號項目)

在下述各項中 2 這些火星人能理解甚麼，不能理解甚麼呢 P

在以下各現象中，有甚麼你會描述為具有儀式的向度(如

果有的話) ? 

1. 亞馬遜原住民在雨林中持獵;

2 在英格蘭鄉郊獵狐;

3. 人們搭乘地鐵上班;

4 在麥當勞進餐;

3 生日會上點燃蠟燭;

6. 里餐;

7 足球比賽 i

8. 為嬰兒洗澡 i

9. 洗禮。

在項目一中，火星人會清楚理解亞馬遜原住民為食物而精

獵，但是會有其他面向不那麼容易解釋，也許是特殊的衣看，

或是符獵前後的舞蹈，這些我們便可稱為儀式;火星人也許以

顯似的路線來詮釋獵狐 ， 但是為了捕捉這少得可憐也不是要吃

掉的食物，聯繫於不成比例的努力 、色彩和l華麓，將顯示面對

獵狐時我們是在處理一種儀式。(這當然是為何人們以宗教式

的熱忱來維護獵狐，如果僅是控制狐狸數目的最佳女T法的實務

問題，沒有人會這麼操心。)

相同的考量也能適用於其他項目，火星人或許能推論出上

班跟得到食物和一個可愛的居住環境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推算

出足球員是為了生計 。 可是幹嗎這麼多人懸在一起來觀看一系

列重複地踢一個小圓物的動作，還要以重複的歌唱、搖旗吶喊

和敲鑼打鼓來回應 3 這些大概對火星人來說乃是奧掛(我們稍

後將回到奧祕這概念)。要記住火星人沒有「敬拜」 等概念來詮

釋如足球場上這般重複的舉動!

同樣，我們的火星人也許能理解快餐，不管在火星上有沒

有相當於麥當勞者!但是為甚麼某些進餐的場景會點燃蠟燭?

聖餐時為甚麼食物這麼少呢?火星人或許能認知到替嬰兒洗澡

的衛生理由，可是為甚麼在、洗禮時要有清洗的動作呢?水這麼

少，只是足夠去就嬰見頭顱的一點點 P

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假設一一當 a) 一件事經常以同樣或

類似的形態重復，和 b) 對火星人來說是奧泌時，我們便把這些

動作描述為儀式。即是說儀式是一個重複的動作，從人類的觀

念處境中而非從實際需要取其意義，儀式是重複的人類行動，

用以行出或表達人類觀念，因此我們只可以理解儀式 2 我們無

法解釋它們。



聖禮作為基督教儀式

除了涉及重複的動作外 ，儀式一般但非必需由特殊的人來

做，如神父/祭司或牧師 ， 儀式也要在特別的地芳進行，如廟

宇、清真寺、教堂，還有舉行的特定時間，如周中、年間、 月

亮圓缺時或生命裹的特別時刻 ，所有這些特殊要求常常給應用

到舉行聖禮的方式之上 。 雖然一件事要成為聖禮，上述各項中

只有第一項通常被視為是必要的。

聖禮作為活現或表達基督教觀念的重複性基督教行動，便

是基督教的儀式。我們將看到聖禮遣詞起初是用來描述所有這

些基督教行為:誦念主禱文和信經、在崇拜中讀經、持燭著往/

進堂等等，本來均是「聖禮J ) 後來遣詞的意思給縮窄至只是七

個或僅是兩個這些動作 ， 因此目前在大部分教會中，聖禮均是

儀式，但並非所有儀式都是聖禮。

此外，在十八世紀敢蒙運動時 ，很多人開始認為一切都要

由理性而非宗教或神聖命令來規管。「儀式J 和相關詞「儀式化

動作j 便得了負面的意涵，指一些非理性的、原始的、黑暗的、

不明的和或許邪僻的事情 ， 因此我們常以一種負面方式來使用

「儀式」、「儀式化動作」與 「儀式化動作的J (ritualistic) 等訝，

來指在沒有清晰理由下不能自制地作山的行動，如避免踏在人

行道的縫隙上。這時，那儀式不是因為表達共有的人類意義而

做 ，而是由於一些個人理由或催迫。佛洛伊德等心理學家使我

們意識到宗教和儀式這黑暗與不由自主的方面，還有其中要討

好那非理性的、自和的及苛黨的上帝之觀念。自路德開始，基

督教的立場便認為這等身不由己的「善工」是不適當的，路德認

為它們意味對上帝缺乏基本信心，同時亦是受了誤導的試圖，

為要贏得上帝的愛，猶如這愛不是本已存在的。

主ι一一

正儀式與負儀式

所有宗教都牽涉儀式，因為全都在嘗試藉人的行動和人類

社會來表達超越的意義，有些宗教有很多「正儀式J ; 但當某事

被禁止時 ，我們也可稱之為是「負儀式j 。因此猶太人和穆斯林

不吃豬肉可被視為負儀式， 而天主教及正教的崇拜可被看成充

滿正儀式(燃香、聖圖像、脆下、鞠躬、著往/進堂等等) )至

於更正教的敬拜則有更多負儀式(不做以上那些、守安息日)。

人們對於不做甚麼 3 也能夠像認為甚麼是做對事情般執著和

「儀式化動作地j 對待 。 有人認為貴格會敬拜的樸賞中有一種聖

禮性質，就是全無(譯按 預設的)詩歌、讀經、象徵與儀式 3

只是在空房中靜默 。

在這理解上，非儀式化動作的敬拜便是在敬拜中做沒有嚴

格規定或禁止的舉動，但是根據人們所願見的，或是按人們感

到場合所適宜的而變化，並且是基於美學、實際、靈性或其他

原由，也許亦是依從聖保羅的忠告: r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處。 J (林前六 12)

討論

這種對正儀式和負儀式的理解有幫助嗎?

在你熟悉的教會中，能找到甚麼正儀式和負儀式呢?此

外，甚麼事情並非由儀式化動作來決定的呢?

. ... 



六種理解儀式的方式

此刻，就讓我們面對中心的問題:儀式的意義從何而來

呢?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提出了一些因素，以下六個條目嘗試

涵蓋那廣闊範疇的提議，而不打算一鍾定音 l

1. 神話 各宗教述說故事時 ，神聖通常被移到一個神聖時

刻，如創世或過去的黃金時代，或是一位理想的歷史人物

之生平故事 3 像佛陀或基督。儀式重述這故事的方式 3 或

許使人們自己的故事被以提升並聯接神聖時刻。儀式常常

包含服從那被我們稱為傳統的過去，故事可以典型地描述

黑神自己怎樣設立了這儀式，並命令人類延續它。

2. 魔術真對未來的殼果 儀式化動作除了跟過去相關外，也

用以導致未來一個確實的效果，所渴想的效果常常在儀式

中被模仿，如求雨舞也許藉仿效雨點落下的聲音與形態來

引出雨水。有時在儀式中所使用的東西是有效的，譬如一

位醫者也許採用了確實有療效的草藥 i 科技可以說是有效

的魔術，因為它正確理解人類設計的技術怎樣在世間引發

事情發生。因此每日三吹服用二茶匙盤尼西林的儀式是治

好某些病的有效魔術，所以對某些人類學家來說，儀式化

動作是一種原始形式的科技 。

l 涂爾幹(Durkheim， 2001 )和道格拉絲(Douglas， 2002, 2003) 以不同方式視
聖俗區分於儀式化動作為根本，也是儀式化動作把個人歸進社會結構

的基本芳法 ，伊利亞德 (Eliade) 、哈里森 (Harrison) 和胡格 (Hooke) 則強
調神話的儀式向度;而馬林諾夫斯基 (Malinowski) 、反文新一普里查德

( Evans-Pritchard) 、列治(Leach) 與柏爾辛斯 (Parsons) 專注儀式化動作的
魔術或科技向度，即它作為跟物質環境生起關係的Îf法 i 負儀式化動作
的說法亦被廣泛接受，這即是禁忌，總的來說迫些理論是強調不同，而

木是相反的觀點。

主ι一一一

3. 社會身分和參與/排拒其他人類學家會強調儀式其社會

果效而非自然的果效 3 在這裹，果效也可以是真實的。藉

著一起做同樣的事情 ，人們可連結成社會 i 星期日的午餐

和聖誕節的儀式把家庭維繫在一起，給予一個共有的身

分;和平紀念日 (Remembrance Sunday) 以愛國忠誠來維繫

國家 。 相反地，儀式亦或能定義誰並非所屬。拒絕向皇帝

獻香之舉把早期基督徒定性為外人;在巴爾幹戰爭中，正

教的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把人們畫十

字聖號的方式變成了生死攸關之事。吉赫(她的 Girard) 認

為儀式化動作是藉著創造和犧牲一個共同敵人來統一社會

(2001， 2005) 。

4. 個人生平故事一一 加入與過渡儀式化動作可以標示脫離

一個軍體並加入另一個輩體。典型的是青春期儀式標誌若

離別母親掌控的家庭，進入成年男女的世界 。 這可能涉及

創傷或磨煉，把心靈跟以前的柔情切斷 ， 也 / 或灌輸新社

葦才知曉的秘密知識 。按立 / 封職最先是標誌進入社會的

貴族階層，基督徒取而用之，作為加入教士軍體的標示。

婚姻則在父權社會中標示新娘離開父家，進入夫家。

S. 平常 很多儀式都應用生命中的基本事物，如清洗與潔

淨、共同吃喝、死亡(犧牲卜生或重生、性與生撞 。 人類

最古老的兩個專業一一祭司和娟艘，在很多文化中都是透

過寺廟賣淫而緊密相連，雖然猶太教和基督教均唾棄使用

實在的性作為E民眾神契合的芳法(但卻常常歡然應用它作

為這種聯合的象徵)。婚憧顯然是為性而歡慶，而豐收節

目則以較含蓄的方式來慶視繁撞力 。

6. 分別為聖真神聖 最後 ，一個儀式也可以是獻祭 (í使之

為聖J ) l 在其中，普遍的事物或動物從人間的境界給轉移



至屬單的境界。 這通常涉及奉獻 2 人們放棄對祭物或祭牲

的擁有權，隨而祝聖之， 它/ 牠便給歸到聖的或神明的領

域了，祭牲通常會給宰殺，生命之血分離出來歸到屬神之

源，然後可能有神聖的共享 ，人們享用已分別為聖的食

物，與眾神一起吃喝(見出二十四 3-口，經文在下一章引

述)。但是其他獻祭是全矯祭，整個動物給焚燒並為神明所

享用，而不留下甚麼給人類 。這種儀式通常有贖罪含義，

恢復人與神明之間的團契，因此跟因素三有關。

練習

各組從先前所列出的九個項目中挑選一個「儀式h 例如是

獵狐或聖餐，探討這六個面向中有哪些或許能提供火星人

所欠缺的理解。

三維空間的框架

請注意，現在這六個儀式的面向可怎樣放在三個 「維度J

裹，從而呈現出某種人類空間， 在其中的處境里，人的儀式有

人間意義(園一)。在本書裹， 我們將探索如何藉修改造空間來

提供一個有助理解聖禮的結構 ，下面括號內的數字所指的是理

解儀式的那六個面向。

. 儀式(1)選取一個關於過去的共同神話，但也跟參與者的
未來目標與魔術性目的相關的儀式 (2) ，我們以一條本該穿

過紙頁的線來作象徵，線從我們後面的背景開始，走向我

們前面將來的目的地。

. 儀式的)幫助聯合社室 ， 在其中儀式 (4) 個人有其位置和

故事。我們以左方象徵個體的、個人的及玄棍、，左手在很

多文化襄都是用在私人需要 i 以右方象徵章體公共秩序，

我們以右手跟別人打招呼和締造社會關係。

. 儀式 (5) 使用充滿地土意義的平常事物來萌發儀式 (6 ) 一

個屬神或神聖的真實，我們分別以下達於地和上行至天的

箭頭來象徵。

為了使大家對園一的理解更實在 3 讓我們來看看生日會上

人所共知的「儀式J 0 

神聖

個人 社會

平常

固一:儀式的向度

. 生日在每年同一天一再慶祝，大家憶起壽星的過去，使之
成為現實， 也許大家會記起在其中歲月所發生的事 ，但是



也表達對壽星未來的希望。俄羅斯正教會生日歌〈上帝賜

你豐盛年歲> (God grant you many years) 的情感，都伯蓄地流

露於每一吹慶祝生日時。父母無疑希望派對能給孩子鼓勵

將來的其實效應。

• 在個人的生命襄又一年了，慶祝顯示壽星的生命跟一個較

大的家庭和朋友董體是有關係的 ，各人因為生日而意在一

起，彼此連結。

. 蛋糕、蠟燭、遊戲和用餐是平常事情，但聯在一起，散發
特殊能量 3 歡慶壽星生命的神聖。

討論

你能夠在喪禮上辨認出以上六個元素嗎 P 這包括其中的宗

教儀節與人們其後「所做j 的，能否辨認出它們是 f儀式j

的一部分?

也來思考一下 3 宣稱儀式聯合了平常與神聖、使我們成為

個人、把我們連結進社章、還賦予我們過去和將來，是否

作了過度的宣稱呢?可不可以有一個完全世俗無儀式的社

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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