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主日周刊                     17/47 
  (下午两点半)                今年主题 : 仰望耶稣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圣殿中,（2x） 

万国的人当肃静， 

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 

阿们。 
 
荣耀颂 

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阿们。 
 
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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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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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需要知道瑜伽术的危险 
           （改编自《新纪元的陷阱》第六章「岂止健身」） 

  

    提起新纪元运动，一般人总会联想到瑜伽，因为瑜伽在新纪元事物

中最具代表性，而且非常流行，尤其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开学习瑜

伽。瑜伽看似健身，可是它的最终目标不在健身，却在冥想。 

 

八重训练目标 

     瑜伽训练包括八重目标（eightlimbs）﹕（1）禁戒（Yama），

（2）劝戒（Niyama），（3）体位法（Asana），（4）呼吸法

（pranayama），（5）冥想的思想控制（Pratyahara），（6）冥想的凝

神（Dharana），（7）冥想的融合（Dhyana），（8）冥想至彻悟

（Sanadhi）。 

 

这八方面又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一）修养法——「禁戒」是针对人际关係，包括不暴力、正直、不偷 

      窃、禁慾、不贪五项。「劝戒」是个人方面，包括清净、满足、 

      忍耐、自我学习和归於最高神五项。但这些并非瑜伽的重点。 

（二）体位法或作姿式（posture）——这是一般人所认识的瑜伽。瑜伽 

      的姿式是引人入胜的，有时小腿捲在颈后，有时栽葱倒立，然后 

      来个摊屍式静卧。但护教学家罗信（Bob Larson）评论说，「这 

      些姿式是有宗教敬拜意味的，例如……面对旭日，然后重复太阳 

      神的十二个名字……」 

（三）呼吸法——简单说来，将所有的气吐出，再吸气，然后暂时屏住 

      呼吸。练习的目标是将吐气和屏气的时间尽量延长。瑜伽老师德 

      悉卡查（Desikachar）说，「瑜伽的第一步是要将呼吸和姿式联 

      合起来……呼吸法叫我们凝神於自己的呼吸……使头脑静止，準 

      备进入冥想。」 

（四）冥想法——瑜伽八重训练目标的后半全在冥想方面。当练习者全 

      神凝注自己的呼吸，他便会暂时忽略其他感觉器官的感受，这就 

      是第一步（思想控制）。跟著的第二步（凝神）是全神灌注於一 

      件事物，譬如墙壁上的一点，或者一些单调的声音（如背诵咒 

      语），这样就会带进第叁步（融合），冥想者觉得自己和所凝注 

      之物开始融合，於是面临最后一步（彻悟）的突破，进入一个全 

      新的意识状态，自我消失，与天地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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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体位法和呼吸法只是一些冥想的準备功夫，在冥想的时

候，当心灵达到适当的状态，头脑静止空白，变异意识状态会突然来

到。这才是瑜伽的最终目标。 

 

八个主要派系 

    经过几世纪以来的演变，目前的瑜伽出现了下面一些不同门派，虽

然各强调不同地方，可是大致上殊途同归﹕ 

（一）君王瑜伽（Raja Yoga）——他们不太注重体位法而强调冥想。 

（二）因果瑜伽（Karma Yoga）——比较强调轮迴的因果报应概念。 

（三）信奉瑜伽（Bhakti Yoga）——这是宗教味道最浓厚的一派，以唱  

      咏和咒语表示对神的爱慕。 

（四）智慧瑜伽（Jnana Yoga）——表面上是为理智份子而设，最后又 

      是鼓励冥想的一派。 

（五）咒语瑜伽（Mantra Yoga）[1]——咒语是一个单音（譬 

      如「OM」的声音），一个词或者一句短语，据说这些咒语带有神 

      的力量，最低限度，不断重复的单调声音可以帮助头脑静止空 

      白，进入冥想状态。有很多咒语是印度神灵的名字或者梵天（印 

      度教的泛神）的各种称呼。 

（六）健身瑜伽（Hatha Yoga）——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瑜伽，讲究体 

      位法，是为精力充沛，喜欢运动的人而设，表面上宗教味道不 

      多，所以十分受欢迎，可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健美的身体， 

      而是从体位法和呼吸法带进冥想。 

（七）昆达里尼瑜伽（Kundalini Yoga）—— Kundalini 一字有译作﹕ 

      拙火、灵量等。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派，其实每派的最终目标是 

      将此能量唤醒。据说女 Kundalini 沙绨（Shakti）是一种骇人的   

      力量，沉睡於脊骨的基部，好像一条蛇盘绕叁圈半。瑜伽行者用 

      冥想使之上升，经过七个窍门（chakra）——会阴、性器官、腹 

      脐、胸中央、咽喉、眉间第三眼（third eye），至头顶。 

      当 Kundalini 升至头顶的时候，得与等待中的师华（Shiva）会 

      合，於是这人也到达完全开悟的境界，与梵天合一。 

（八）密宗瑜伽（Tantra Yoga）——一般传统瑜伽行者禁慾以保留性功 

      能，反派人士却主张积极使用性行为，在性交的时候同时冥想， 

      认为更可以释放宇宙能力，达到玄秘境界。结果，这一派变成最 

      邪淫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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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灵异能力 

很多人认为瑜伽可以治病，瑜伽行者更把它宣传到一个地步，似乎

百病皆可治愈。瑜伽为什麽可以治病呢？根据一些普通的解释，良好的

呼吸能使体内的氧气增加，血液循环，於是身体有毛病的地方因此而更

新。候域说，「印度的实验室正在研究体位法的治疗功效，但是还有很

多需要做的工作……永远不该代替医学处理……」原来这些「功效」是

未经證实的宣传。亦有人认为瑜伽治病是靠呼吸法中的普拉那尼

（prana）。瑜伽大师以普拉那尼为生命力，认为呼吸法可以让它留在身

体之内，不致扩散体外。候域说，「普拉那尼是叫身体更新的力量……

如果身体充满普拉那尼，他可以成为一个泉源，传递普拉那尼去医治别

人。」一个人运动怎麽可能医治别人？这些普拉那尼是什麽？如何能从

一个人的身上跑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一位在香港学习瑜伽的女士说，「老师双手微提，就淩空地将站在

三尺开外，闭上眼晴的同学推得摇摇摆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操

纵我的身体，令我前摆后晃。接著，在静坐时这股力量不时在左脚及左

肩忽隐忽现……当老师感到我们有气感时，就进一步指导我们把气带到

身体的其他部分，使体内有毛病的地方得到治疗，并进而为他人治

病。」 

 

    可见普拉那尼实在是一种灵异能力。所以罗信说，「普拉那尼，有

时又叫做气，是灵异力量之泉，是高级瑜伽境界中超感现象之源。」 

 

    瑜伽术中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上边所谈的 Kundalini。德悉卡查认

为普拉那尼和它没有两样，基本上是同一种能量。 

 

    一般瑜伽行者认为唤醒 Kundalini 必须有老师指导，因为当它被触

发的时候，学习的人会感觉到极大的能力，看见幻像，听到声音，所以

如果实习不当，会引起身体毛病，甚至发疯。 

 

    张佳音姐妹曾描述她未信主前的瑜伽经历，当 Kundalini 能力发动

的时候，「全身如触电般受到摇撼，上身会像蛇般不断旋转……口里竟

会发出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很是骇人……」，接著之后，她的灵魂

出窍，开始盻望与在内的真我合一。Kundalini 的能量是一种灵异能

力，又一明證。 

 

 



 

 
5

 

万样身心危机 

    如果瑜伽呼吸法利用普拉那尼，冥想法最终目标是唤醒 

Kundalini，而两者都清楚可见是灵异能力，所以练习瑜伽就有可能带来

邪术的危险，包括身体毛病，情绪和心理上的骚扰，灵异能力的产生，

精神病，被鬼附，甚至死亡。 

 

下面是一些人的见证﹕ 

    一份新纪元通讯的编辑高礼（Ed Collie）说，「冥想、瑜伽……迷

幻药都可以释放瑜伽蛇能……不断觉得特异的能量……很多身体、心

理、灵异的改变……不懂得顺任 Kundalini 能力的人可能感觉极端头

痛、全身焚烧、抽筋、忧虑和精神病……Kundalini 上升，让我们接触

灵体……我们踩踏於圣水中，毫不经心地跳进去，是冒著自我歼灭的危

险。」 

 

    瑜伽也可以引起邪灵附身，下面是一些美国学生们的见證﹕「我的

身体被占领了，我的手开始移动，而我不能控制……我的面部也有各种

表情。」，「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跑进去，起初我完全疯狂了，我

狂叫了许久……我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葛高（Kurt Koch）在他的灵界战争经历中，曾经遇上有人愿意接受

基督而力不从心，只有放弃瑜伽之后才能悔改信主。也曾踫到神学生学

习瑜伽，只需数月便失去读经祷告的兴趣。 

 

    一位美国主妇高福太太（Christina Grof）学习瑜伽只为健身，渐

渐 Kundalini 能力开始发动，她以为自己快要发疯了，后来她才明白如

何「适当」地处理这问题。现在她和丈夫一同开始了一个叫做「属灵危

机」（Spiritual Emergency）的组织，为了要帮助其他有类似问题的

人。在他们的书《属灵危机》中指出瑜伽可以引发如下情形﹕脊骨感到

焚烧、震动、痉挛、扭动、忧虑、愤怒、悲伤、欢乐、狂喜、等等，看

见强烈的光线、看见神灵影像、听到声音、回忆前生、说方言、唱未学

过的歌、表演平常做不到的瑜伽姿式等等。书中并列举很多其他的冥想

操作，同样可以引起属灵危机，作者感叹一般的现代心理医生忽略了这

个领域，把这个属灵的转化过程误认为精神病。 

 

高福夫妇认为只有超越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的辅导员才能了解如何「适当」地应付这些情形。这一派的辅导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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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办法﹕第一种办法是要顺应这个转化过程，和这种力量合作，所用

的办法包括更多的冥想和唸咒，或者以哭喊尖叫发洩自己。第二种办法

是为要暂时缓和或阻止这危机，他们建议停止一切冥想，停止素食、避

免任何引发变异意识的情况，但是当环境允许的时候，必须继续冥想。

这一派的辅导员虽然认识灵界的影响，可是却未能分办好歹，非常可

惜。 

 

    笔者认为，如果要避免上边的「属灵危机」，最好长期采用辅导员

所提供的第二个方法——完全避免，是最聪明的做法。 

 

 

基督教瑜伽？ 

多年前当笔者第一次听到「基督徒催眠治疗专家」，我以为别人和

我开玩笑，后来才知道这不是笑话，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诚然大部

分的基督徒心理学家都不使用催眠术，但其中实在有一些堂堂皇皇地自

称基督徒催眠师。 

                                                                                                                             

几年前又在美国杂誌上见到有「基督教瑜伽」（Christian 

Yoga），以「雅威」或「耶稣」为咒语，并自称为「瑜伽灵修法」。其

中一位教练说﹕「瑜伽是祈祷的办法之一。」这个运动已经慢慢扩展，

而且已经有「基督徒瑜伽老师协会」出现。事实上，早在六零年代已经

有这方面的书籍出版。 

 

    今天华人基督徒中亦开始有人质疑，有没有可能使瑜伽适合基督

徒？他们的理由通常是﹕首先，基督徒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身

体是神的殿。其次，如果将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属灵操练（如放松、默想

等）加进瑜伽，与其和印度教的神明礼敬至溶合为一，基督徒可以和圣

经的神亲近。 

 

让我们来想一想﹕ 

（1）只作健身之用——这一点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任何基督徒考虑

到瑜伽的来源、宗教含义，和本文所列举的危险，都应该三思。让笔者

在此建议——如要健身，还有很多没有危险的办法，例如游泳、跑步、

打网球等等。何必冒这样的危险？值得吗？ 

 

（2）同时进行基督教默想——可是，圣经的默想和新纪元的冥想是两回

事。圣经的默想指沉思、反省；新纪元冥想却是一个思想控制过程，为



 

 
7

了叫头脑空白，把人带进变异意识状态（或作冥想状态）。上文已经清

楚指出，瑜伽最终目的是叫人头脑空白，以至进入冥想。 

 

举一个例子，譬如基督徒默想「只要存心谦卑」（腓二 3），他就

应该想想怎样的表现才算谦卑，他在什麽场合不自觉地心存骄傲，然后

祈祷求神饶恕，请求上帝帮助他学习得更谦卑。在此过程中，这基督徒

的头脑还是活跃的，不是空白的。但若他使用「谦卑」一词作咒语，不

断重複又重複，以至头脑空白，或有异像的感觉，这就不是圣经中的默

想，而是新纪元的冥想。 

 

还是会有人问﹕冥想一定是属魔鬼的吗？虽然圣经没有叫我们设法

让头脑空白，为什麽我们不能有基督教的冥想灵修方式，和圣经中之神

相交？答案很简单﹕首先，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使用冥想状态来接触上

帝。其次，当人进入冥想状态，邪灵污鬼就有干扰的机会，所以这是所

有异教邪道和古今中外交鬼之人所使用的办法。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

们的神不使用这个办法。 

 

    详情请见拙作新纪元运动（二）次要信念和新纪元运动（三）各种

技术。 

 

尾声 

    写至此，心中不禁纳闷。如今，教会内已经有基督徒催眠治疗师、

基督徒教授 NLP、基督徒瑜伽行者，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基督徒气功

师、基督徒占卜专家、基督徒风水大师、基督徒通灵大师？主耶稣阿，

愿你快来。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NAM/yoga.htm） 

 

主日崇拜圣工人员值勤表 

 

 今主日（19/11）的圣工人员 下主日 (26/11)的圣工人员 

招待 黄佳柔姐妹、谢淑珠姐妹 黄佳柔姐妹、谢淑珠姐妹 

收奉献 黄佳柔姐妹 黄佳柔姐妹 

音响操作 罗俊熙弟兄 黄佳佳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