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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佑寧
世間上除了物質世界以外，還有靈界。活在文
明世界，相信科學的人，對靈界的事情，往往
感到不可思議，抱著懷疑、不信的態度。然
而，對於活在仍然跟隨傳統習俗的社群中，靈
界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無可選擇地活在
靈界的影響之下。例如生病時父母給兒女餵飲
符水，或年青女子給情敵下降頭，還有撒種收
割時的祭祀，婚喪喜慶時的拜祭儀式等，都離
不開與靈界的交往。
筆者夫婦嘗試從在印尼生活的經驗出發，與讀
者一同去理解當地的穆斯林既然敬拜創造主為
獨一真神，為甚麼大部分卻仍然沾染巫術、法
術的呢？希望此文能給予關心印尼群體的朋友
對民間伊斯蘭有多一點瞭解。

民間伊斯蘭在 印 尼
民間伊斯蘭是一種夾雜著伊斯蘭教信仰和從祖
先世代相傳的巫術、祭祀的傳統而成的信仰。
在印尼民間伊斯蘭信仰中，有各種巫術的傳授
和使用。讓我們舉例說明幾種在印尼流行的巫
術和它的功用：
驅病術： 用來醫治各種疾病
情降術： 用來迷惑心儀的人去愛上自己
得寵術： 用來讓上司或僱主關愛自己，不為難
自己
迷人術： 透過在身體某些部位，例如面部、胸
部的皮下(用巫術)植入金粒、寶石等，
讓人覺得自己特別迷人
神打術： 用來令自己刀槍不入，水火不侵
招徠術： 用來吸引更多買家或客人
養鬼仔： 利用鬼仔的幫助去經營生意，如籌集
資金，看守貨品等等

降頭術： 用來遙距及不為人知地殺人
在印尼流傳的巫術種類繁多，以上只是幾個
例子而矣。民間伊斯蘭在當地的穆斯林中相
當流行，有許多人更修練巫術，然後再傳授
給向他求教的人。此外，更有人開辦「超自
然修練學校」教授巫術，完成修練後學校還
會頒發畢業證書給學員。巫術的流行、普及
1
程度可見一斑 。

民間伊斯蘭的流傳與影響
民間伊斯蘭的傳統秘術及祭祀鬼神的儀式混入
伊斯蘭教的信仰當中，是基於他們對靈界的認
識，這認識是源於古蘭經中的記載：
古蘭經 72:1-2：「你（穆罕默德）說，「我曾
奉到啟示：有幾個精靈已經靜聽，並且說：
『我們確已聽見奇異的《古蘭經》，它能導人
於正道，故我們信仰它，我們並不以任何物配
我們的主。 』」
這節經文說明：當先知穆罕默德讀古蘭經的時
候，有一群精靈聽著，並因此放棄拜偶像而歸
信真主。
古蘭經34:12-13 :「我(真主)曾使風供素萊曼(所
羅門)的驅使，風在上午走一月的路程，在下
午也走一月的路程。我為他使溶銅像泉水樣湧
出。有些精靈奉主的命令在他的面前工作；誰
違背了我的命令，我就使誰嘗試烈火的刑罰。
他們為他修建他所欲修建的宮殿、雕像、水
池般大的大盤、固定的大鍋。(我說)：「達五
德(大衛) 的家屬啊！你應當感謝。」我的僕人
中，感謝者是很少的。」
[ 轉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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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在我裡面的

更大！

幹
事
的
話 (My Daddy is bigger!)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
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約壹四4)
「民間伊斯蘭」顧名思義，就是將「民間」的事
物及概念與「伊斯蘭」結合。正正因著伊斯蘭傳
統和教導主要是按字面釋經行事，換句話說，只
要經典上沒有提到的就「什麼事都可以作」！在
伊斯蘭世界吸煙非常普遍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只
要民間的事物在伊斯蘭經典中沒有明文禁止，穆
斯林一般都可一如既往奉行。
學者估計全球穆斯林中有超過70%以上是奉行民
間伊斯蘭，因著傳統宗教、風俗及膜拜方式，加
上伊斯蘭教有「精靈」觀念(Jinn，由無煙火焰而
造成)，所以奉行「民間伊斯蘭」者大多有與靈
界(其實是邪靈)接觸，夾雜不少「迷信」觀念。
認識「民間伊斯蘭」，可讓我們更明白大多數穆
斯林的宗教實踐理念及行為，還讓我們曉得這場
屬靈爭戰的激烈，幫助穆斯林出黑暗歸向主是向
魔鬼撒旦宣戰的行動！何等逼切、何等重要！
有一次和同工與一印尼女傭分享基督時，那女傭
忽然變得「面青唇白」，原來她正被邪靈緊緊抓
著她喉頭，叫她幾乎窒息！這邪靈是女傭未離開
印尼之前藉「降頭」而上身的，正化身成為一非
常醜惡的人物來向她侵襲。 感謝神，透過我們
現場為她按手禱告，那女傭很快能回復過來，聽
我們分享福音。
盼望讀者能多領會、認識及關注穆宣工作箇中屬
靈爭戰的逼切性，並更願付上禱告的代價，幫助
穆斯林得釋放。
你相信「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嗎？既然相信，就不要怕，放膽傳揚福音，
搶救靈魂。

名為「魔眼」的裝飾品，有些穆斯林相信配戴後可以抵擋魔力。
[ 接上頁 ]

這段經文指出：真主吩咐精靈去幫助所羅門修建宮
殿及建造其中之物。
信奉民間伊斯蘭的穆斯林相信，這世界和其上的一
切，包括精靈，都是真主創造的。而精靈分為兩
種，分別是良善的精靈(即相信真主，信奉伊斯蘭的)
和邪惡的精靈。人類認為可以與良善的精靈合作。
故此，民間信仰在穆斯林中一直流傳，並繼續大大影
響他們的生活和敬拜。事實上，精靈就是邪靈或魔鬼
撒旦的隨從，牠們是要欺騙、毀壞、殺害，使人不能
接受救恩。可惜的是那些使用巫術的人，他們並未意
識到自己被邪靈轄制，及蒙蔽了他們的心眼，以致他
們難以擺脫這種綑綁，看不見真正的拯救。
然而在聖經中，神多次表明人類與邪靈交往是非常
嚴重的罪：
利未記17：7「他們不可再獻祭給他們行邪淫所隨從
的鬼魔（原文是公山羊）；這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
遠的定例。」
利未記19：31「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
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 神。」
申命記18：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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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10：20「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
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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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楚地知道，神憎惡人與邪靈交往，若違背命
令，向鬼魔獻祭，或向撒旦的隨從求幫助和保佑，
他們的行為必會激怒了神，結果神離棄了他們。使
徒保羅更緊緊叮囑信徒不要與鬼相交。

[ 接上頁 ]

服侍民間伊斯 蘭 信 仰 者 的 點 滴 經 驗
筆者曾在爪哇和蘇門答臘一些部落、鄉村和城
市中生活，認識不少信奉民間伊斯蘭的朋友。
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使用巫
術、與精靈交往是犯罪得罪神的，在他們的生
活和他們的家人中，問題往往是接踵而來。雖
然如此，他們仍沒有丟棄這些符咒，停止交鬼
的活動，為什麼呢？原因之一是不曉得丟棄、
停止的途徑，恐怕一旦處理不當，將為自己帶
來更嚴重的問題。

被摧毀後的「招徠術」的法器

每次，當我們要摧毀巫術的法器時，我們會先
祈禱，求神原諒巫師或給法器的人，及求取和
使用法器的人，並且求神讓他們能接受救恩，
以致當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時，被譴責
和摧毀的僅是魔鬼撒旦、邪靈/精靈在這法器裡
的權勢。那些被黑暗權勢綑綁的人，當他接受
耶穌基督作為他的救主，並願意交出巫術法器
給我們摧毀，他的心靈會經歷一份從未有過的
平安和自由，因為在這世上，除了耶穌基督之
名，再沒有其他的名字，我們可以靠著得到拯
救，這是誠然真實的 (使徒行傳4：12)。

我們曾服侍過一個信奉民間伊斯蘭的家庭，他
們有這樣的經歷：
妙玲(假名)夫婦開展銷售紅糖的生意，在開始業
務之前，他們去尋求巫師或稱「智者」的幫助，
希望藉「招徠術」吸引顧客，好叫他們的業務能
夠成功。果然不負所望，生意剛開始便有過人的
業績，單單一個星期的銷售量已經達到好幾噸，
遠遠超過同區七間同業的銷售生意。
可是好景不常，沒多久妙玲的丈夫開始生病，
家人四處求診，遍尋名醫，花了很多錢，但丈
夫的病卻沒有好轉，不久丈夫病逝了。之後，
紅糖的生意倒閉，而妙玲的家庭為了爭奪遺產
而彼此為仇。在神的幫助下，我們認識了妙
玲，她願意悔改，接受救恩並願意交出「招徠
術」的「法器」，請我們為她棄置。最後，她
更請我們為她一家能夠復和並接受救恩祈禱。

結

語

在印尼，大部分的穆斯林是同時信奉伊斯蘭和
民間信仰的，認識民間伊斯蘭可以幫助我們進
一步瞭解他們的信仰，以致能有效明白他們的
問題背後所涉及的屬靈意義，有助我們為他們
作多方面禱告，並曉得如何關心他們屬世和屬
靈的需要。
對於一群關心穆斯林的朋友，願我們彼此勸
勉，最要緊的是認真地活在主裡、服從神、跟
隨祂的一切誡命、遠離罪惡、保持聖潔的生
命，好讓神永遠貼近我們，保護我們，並透過
我們彰顯祂光明的大能，以致上帝可以藉我們
去幫助和拯救那些受到民間伊斯蘭信仰蒙蔽和
轄制的穆斯林。
願上帝保佑我們，永遠與我們同在。阿門。

「招徠術」的法器

註： 如欲進一步認識這個課題，可閱讀以下書籍：
1) Hiebert, Paul G. & various authors. Understanding Folk Religion: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Popular
Beliefs and Practices. USA.: Baker Books, 2003.
2) Musk A. Bill. The Unseen face of Islam. UK: Monarch Publication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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