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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十章 占卜与相命占卜与相命
引言：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模式与制度。

人人人未来「无知」的命运会会会

预期性的焦虑，因因因因因因因

超自然象征性的宗教仪式的操操，

期望借着超自然的力量预先获悉相关的资讯，

疏导内心的焦虑、防患未然。

人类与超自然对象的沟通可可可可可：

A.观观自然现象的征兆，可预知一些讯息

B.主主主主主人为的操作 (巫术) 求得一些资讯

C.借借具有特异能力的人(如乩童、灵媒)
与超自然对象沟通，取得一些指示

因、原始社会占卜的种类
中国文字「占」即「视」的意思 只观察 不操作 中国文字「占」即「视」的意思，只观察、不操作

「卜」就有「操作」的意义

中中中中「占 、「卜 是分开的。中中中中「占」、「卜」是分开的。

A.人自然征兆的观观，可可可可：

1 鸟兽占：观观动物 鸟类的主操1.鸟兽占：观观动物、鸟类的主操

或或或，来判断其兆头的吉凶。

Ex 泰雅族遇有出草猎头 打猎或出远门Ex. 泰雅族遇有出草猎头、打猎或出远门，

即听喜勒鸟的声音，急促则凶、美妙则吉。

2 占星术：2.占星术：

a. 3000BC 居住两河之间的

米所波大米地的苏末尔民族米所波大米地的苏末尔民族，

已经懂得观察星象以了解神意

b.500BC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学得占星术，希腊人 小 学得占星术，

希腊人的神话甚与占星术配合

3.体相：字根希腊文为「预知」之之

自然体相 直接观察人体各部的特征a.自然体相 – 直接观察人体各部的特征

b.天象体相 –把人体与天体星象的部位作对比

4 梦占4.梦占
 不同的民族均有以梦中的现象解释为神的启示

有有有有会借药物，如：麻醉性植植或刺激物，有有有有会借药物，如：麻醉性植植或刺激物，

或或或类似催眠的的的求得神谕
Ex 北美洲的印地安人有称之「仙人掌教」。Ex. 北美洲的印地安人有称之「仙人掌教」

B.人为操作的的的，可可为可可：

1 内脏卜 用动物内脏的形状作征兆判断吉凶1.内脏卜- 用动物内脏的形状作征兆判断吉凶。

这这占卜的的的

与中中献祭的宗教仪式息息息息，与中中献祭的宗教仪式息息息息，

 古人杀动物做祭品(牲礼)

 宰杀的过程就可附代求神 ，宰杀的过程就可附代求神 ，

用动物的内脏显示神谕



2.骨卜
宰杀动物之之 借或骨头做占卜材料宰杀动物之之，借或骨头做占卜材料，

把动物的骨甲洗净晒干，再用火灼烧使之裂痕，

以其裂痕的形状作征兆判断吉凶以其裂痕的形状作征兆判断吉凶。

3.掷筊
动物小型的骨头也借操也也的筊，以以以以。动物小型的骨头也借操也也的筊，以以以以。

古人亦常用竹片、干果、树枝、豆子、

树叶、贝壳等类，作掷筊的材料。树叶、贝壳等类，作掷筊的材料。

4.神判
借占卜的方法来来来嫌犯是否有罪。借占卜 来来来 是否有罪
在奈及利亚被怀疑做黑巫术害人者，

审判官会给他吃下一种有毒的豆，

嫌犯若是无辜就不会死，否则就中毒身亡。

以以中的以以以，神判是残酷、不合理性的，

但是但当时的情境而而，有或社会的意义。

二、占卜的社会功能

无无但无无或无无无会，占卜之之以之主，

乃因人可乃有预期的心理 –
在未做决定前 在未做决定前，

认知事件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

 做决定之后就变成 「必然性」 做决定之后就变成 「必然性」

面人做抉择之后的结果没有把握的的的，

即即即借着占卜求求有把握的预期。即即即借着占卜求求有把握的预期。

可大而而，占卜可有可这基本的功能：可大而而 占卜可有可这基本的功能
A. 以心里层次而而，

它乃有消除疑惑，稳以稳稳、恐恐的恐恐。

借着占卜的方法采取该做的行动，

远比犹豫不决，不采任何行动好得多。

B. 以社会层次而而，

 它具有整合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的意见，

使他们的看法一致化
持 会 安定 不但维持社会的安定，

同时支持社会既有的制度

E 非非非非阿桑德人常借「鸡卜Ex. 非非非非阿桑德人常借「鸡卜」

来来来无会来来之来律法纠纷。

C. 占卜的方法若与社会的艺术形式结结，

经常会经经为超过原有的形式，

 不仅满足了

人心理与社会的一般需要
 更进一层会产生

欣赏与象征的功能

E 中中中中的签诗Ex. 中中中中的签诗。

可、中国的占卜与相命的的的中 卜与 的的的

中中殷商时代 (1500BC-1100BC)
之主借火灼龟甲或兽骨，之主借火灼龟甲或兽骨

观或裂痕来占卦。

 把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甲骨上，

称之「甲骨文」

 主持占卜者称「贞人」

骨卜仅为朝廷皇室之所的，

后期因与文字结合，

才普及诸侯、士大夫。



A.中中占卜、相命与社会结构的息的

春秋 (722 481BC)以前 中中是 中封建的社会春秋 (722-481BC)以前，中中是因中封建的社会，

无会社社的流动率极极，

个人的成就均 来以决或出生的背景个人的成就均 来以决或出生的背景 –
 农家子弟永远耕农，皇室之子弟自然地继承高官显位

 平民无法由个人的努力获得预期的成就 平民无法由个人的努力获得预期的成就

春秋以后，封封来封，百百百百，个人不必借重出身，

只要得到诸侯的赏识 即可成为公卿只要得到诸侯的赏识，即可成为公卿，

自然地企图寻找命运指标的占卜与相命应时发展。

到汉唐两代的无会的的封的，社阶阶以阶阶，到汉唐两代的无会的的封的，社阶阶以阶阶，

社会阶层流动率有限，占卜与相命显得比战国时代平静沉寂。

至宋朝 (916 1279)城城与城城城城因城，至宋朝 (916-1279)城城与城城城城因城，

科举制度的推行，社会阶层流动率高，

个人的地位与成就普遍地被重视个人的地位与成就普遍地被重视，

以个人为对象的体相就息就就主。

二次大战后以台湾与大陆海海海海的无会做海海，

中国大陆占卜 相命即不流行 连巫术性的农民历亦消失中国大陆占卜、相命即不流行，连巫术性的农民历亦消失
台湾的社会推行民主政治、工商业发达，

许多低层社会出身的个人许多低层社会出身的个人，

可以循着许多不同的管道，爬上上层社会，

农百因农的李登辉总统即是即即即的即即农百因农的李登辉总统即是即即即的即即

台湾社会，堪舆术、择日馆、相命馆、

紫微斗数补习班 庙宇的占卜 卦签紫微斗数补习班、庙宇的占卜、卦签、

私坛的消灾解厄的民俗，是空前未有的盛行。

内政部决有中于于因于主主内政部决有中于于因于主主

台台主台宗教团体普查的的的即的，

 台湾民间神坛各项服务逾一百万次 台湾民间神坛各项服务逾 百万次

 平均每神坛服务超过两百人次

其中收惊占 43.6%，解厄、驱邪、治病占 36.3%，其中收惊占 ，解 、驱邪、治病占 ，

看地理、择日、算命、卜卦占 9.6%。

B.中国的占卜与文字的息的

中国的占卜因文字的介入，形成一种特殊的形式，

赋予占卜一种对等的功能，

有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伦比的。

商代的骨卜借文字纪纪，

甲骨文是文字与占卜结结的结结甲骨文是文字与占卜结结的结结。

到周代之主以着草占吉凶，谓之占筮或筮卜，

把占卜之结果纪录在绢布上面 由朝廷细 保管 把占卜之结果纪录在绢布上面，由朝廷细心保管

 延后加以编纂，就成了「易经」的雏型

到这这到以占卜的文字及或艺术形式的的城到这这到以占卜的文字及或艺术形式的的城，

已经已已已主主代替占卜的意义。

周易无原是中中最古老的 部占术原著周易无原是中中最古老的一部占术原著，

因文字的的的，

转变为中国传统思想中转变为中国传统思想中

自然哲学与伦理思想的巨著。

C.占卜的文字整合了中国文化

中中占卜的因因与文字结结之之，

渗的基层民间信仰，经经来庙宇占卜的签诗，

 签诗不仅蕴含浓厚象征意义，

基层民众把文字视为神圣
甚至把文字附上超自然的魔力及符法法力 甚至把文字附上超自然的魔力及符法法力

借借文字的价值观，使原来观念上差距甚大的

士大夫 知识份子与基层民众整结连结但 起士大夫、知识份子与基层民众整结连结但因 起。

台湾屏东县万峦乡每每每每初一及十五，

仍就主拾字纸的有的的主仍就主拾字纸的有的的主 –
民众把捡拾的字纸送进

「敬圣亭 惜字亭」焚烧「敬圣亭、惜字亭」焚烧。

民间相传，

那些文字可以「圣化成神」 回升上天。那些文字可以「圣化成神」，回升上天。



D. 受中国小传统 (术数、五术)的的的，渗的迷信的观的。

据辞海的来的：

「卜筮、占候等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

推测人事之凶吉者，总称术数。」

有来民民「五术」为山、医、命、相、卜；

山 命 命山是堪舆风水之术、医是医理之术、命是推命之术、

相是体相之术、卜是签卜、卦卜等术。

中中的术数与历法结结之之 因因为 因庞大复杂的巫术中中的术数与历法结结之之，因因为因因庞大复杂的巫术。

历法无无的原借是制定时序的的的，提提农业作息的的的，

加 术数思想之后 运用阴阳 行生克制化的道理 加入术数思想之后，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

 将全年的日子排定行事宜忌
这 因巫术性的历书「农民历 (黄历)这因 因巫术性的历书「农民历 (黄历) 」

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

深入人心 成为枷锁流传不绝深入人心，成为枷锁流传不绝，

防碍中国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进步。

结论：

探索命运的吉凶 起 对自我的认知人可会大之探索命运的吉凶，乃起因决对自我的认知。

1. 人之人到或个体的存在决二元矛盾的对等状态，

身体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身体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但思想却超越有限的空间，

探索浩瀚无边的宇宙探索浩瀚无边的宇宙。

2. 人的生命是暂时的，但人的思想可可可的可，

渴想永恒的生命渴想永恒的生命。

古时秦始皇派徐福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草，

表白人类共同的愿望 寻找永存的生命表白人类共同的愿望 –寻找永存的生命。

3. 但可能性与必然性之来的经之，

人类做了任何抉择人类做了任何抉择，

必然会从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的存在。

人人所认识自自会自存在的源头，就是人人所认识自自会自存在的源头，就是

生命的造物主上帝，心灵无始平静安息。

于十十纪中十，丹丹存在哲学家
Soren Kierkegaard 指因：

 人之所以会寻求永恒的福祉、渴望认识上帝，

是因为人性本身具有永恒性与无限性的侧面是因为人性本身具有永恒性与无限性的侧面

 存有此般的信仰，人面对命盘中的「命、定、数、运、劫」

的暗礁 就不会产生预期性的焦虑的暗礁，就不会产生预期性的焦虑，

因为他深信人的命运均被掌握在全能者的手中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赛赛9)」

法术与观察，指星相学的邪说，法术与观察，指星相学的邪说，

在古巴比伦甚为盛行 (但二、可四)，

又类似法律的咒语 (诗赛于5)又类似法律的咒语 (诗赛于5) ，

有息占卜、观兆的的的，

 旧约圣经有明确的说明，为律法所禁止约圣 有明确 明，为律法所禁止
 基督徒要有分辨之灵，断然分别为圣，不可随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