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日周刊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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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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设饼-生命之粮 

       (出 25:23-30，利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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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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术——圣经所称的「迷术」 

 

早在十八十九世纪，Anston Mesmer  提出了一项新颖的医学理

论，他认为人体中有某种液体，如果用磁铁去平衡，可以治病，

他让病人静坐在插有磁铁的大水桶边，手握著磁铁，病人痉挛，

大哭大笑或沉睡，然后疾病消除，以后他发现这能力与磁铁无

关，只要他触摸病人或让病人喝他摸过的水，效果一样。Mesmer 

的门生将他的发现改换装璜，冠以「催眠术」（Hypnosis）的名

堂，引入科学界，现在催眠术不但已经成为心理学上的正统技

术，也已经普遍被用在医学和其他地方。 

 

催眠技术和应用 

催眠师 Hewitt 介绍了好些基本催眠办法，举个例，首先闭上眼

晴，松弛身体，集中注意力，催眠师开始提示﹕「现在眼晴睁不

开了，手足都感觉沉重……观想一个黑板，上面写著 100，当我倒

数 99，98，97……的时候，观想数字从黑板上被擦掉，写上新的

数字，一面观想，一面继续松弛……」催眠师又再提示，「你现

在头脑空白，思想停顿……当我每数一个数字，你会再进入更深

一步的松弛状态……」在基本松弛步骤之后，催眠师就向被催眠

者作出各种提示，例如对戒酒的人说﹕「……你感觉自由了，从

酗酒的欲望中释放了……」，对那些希望增加自信的人说﹕「你

会很容易获得成功和快乐……你是一个美丽聪明和有价值的

人……」。进入催眠状态还有很多办法，但是催眠师 Ansari  总

论说，只有四个原则﹕身体松弛，头脑停顿，凝神专注某事物，

留心听催眠师的声音。另一位催眠师 Goldberg 也说﹕「不断重

複的……节奏单调的官感刺激，可以很容易引进催眠状态……关

键在乎使感觉器官疲倦。」由此可见，所有新纪元技术都是换汤

不换药的老套，催眠术、观想、冥想、积极思想等等，岂非如出

一辙？少许变化而已。见「新纪元运动（二）次要信念」文或

「冥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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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术的应用，绝不止于舞台表演和饭后余兴，心理治疗和全人

健康常常使用，因为现代人相信催眠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潜意

识，所以目前市面上的应用有﹕减肥、戒烟、消除压力、治病止

痛、增加自信和提高创作力等等。心理学受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认为童年往事留在潜意识中影响人的一生，所以

用催眠术去回溯往事或童年（Age Regression）以解决问题，非

常普遍。还有更进一步相信前世的经历也留在潜意识中，所以前

世回溯（Past Life Regression）也不罕见。此外，更明显的新

纪元应用有﹕卜告来生、接触死人、接触守护天使、增加灵异能

力和灵魂出窍等等。 

 

害多益少信用低 

到底催眠术功效有多少？基督教中批判催眠术的权威，心理学批

评家 Martin Bobgan 评论﹕催眠术的果效可能消退，五年内癥状

会複发或转移，譬如头痛消除之后，胃溃疡可能随之而来。甚至

非基督徒催眠师 Ansari 也说，引起症状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身体有

毛病，症状消除只有叫诊断更困难，耽搁根治。 

如果催眠术仅仅是哄人安心，可信性不高，问题倒少，可是催眠

术有害吗？ 

Meares 在《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中讨论催

眠术的危险如下﹕（1）被误用以达成不良动机（2）被催眠者性

格变得依附和容易接受提示（3）因为发现以往的伤害而痛苦

（4）种下精神病的成因（5）症状消除之后，可能转移（6）突然

表现极度恐慌（7）其他并发症（8）使用不谨慎（9）不能从催眠

状态中苏醒或者局部苏醒。可是美亚认为这些危险并非催眠术所

独有，任何心理治疗都可能产生类似问题。 

 

无可质疑是邪术 

基督徒灵界战士 Kurt Koch 说身体毛病可能变成精神失常，因为

催眠治疗如果成功，能力来自魔鬼。那么，我们必须问﹕催眠术

是邪术吗？以下有几点可以證实催眠术是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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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进变异意识状态——在有关的文献中，催眠状态到处被

称为神志昏迷状态（trance），又被称为变异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简称 ASC），就是所有邪术所引进的

精神状态，不但基督徒的批判性写作如此，而且催眠师自己也承

认﹕Ansari 说，这是一个深度的神志昏迷状态。催眠师 Hunter 也

说﹕「催眠术最準确的定义就是受引导下的冥想。」 

但是，著名医学院的催眠教授 Herbert Spiegel  和  David 

Spiegel  在他们一本详细讨论催眠术的书中表示，有一些催眠状

态是自发的，有一些是催眠者所引进的神志昏迷状态（induced 

trance）。 

（二）古代邪术——埃及人于三千年前就已经使用催眠术，此

外，南美洲马雅族土人和非洲的巫师都使用它。古代的祭司们在

神志昏迷的状态下卜告将来，巫医将人带进神志昏迷状态治病，

印度教的僧侣可以坐在针床上而不觉痛，都是催眠术的古代例

子。 

（三）接触灵异领域——魏斯医生在《前世今生》描述凯瑟琳的

催眠治疗过程，医生病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增加灵异能力和接触灵

异领域，凯瑟琳在催眠之后不但通灵和直觉能力增加，又能和魏

斯作心灵感应，而且她屡次遇见灵界个体，带给魏斯各样新纪元

思想。 魏斯和凯瑟琳的例子并不独特，也有其他研究指出人在接

受催眠后产生灵异能力。 

（四）影响思想和信仰——很多前生回溯是在不预期的情形下突

然发生的，有催眠师本来不相信轮回，但是因为太经常看见病人

在催眠下发现自己的前生，所以无法不检讨自己的世界观，又有

研究指出，经历前生回溯的人，世界观会转变，开始接受新纪元

思想。正如魏斯，他在基督教文化中长大，接受西洋科学训练，

他的临床经历却使他深信轮回，开始对东方宗教有兴趣。如果基

督徒接受或者使用催眠术，难保他们的信仰不会受影响。 

（五）惹来汙鬼——绝大部份的灵界战争工作者都以催眠术为邪

术。吴主光牧师将催眠术列为邪术，认为当思想空白的时候，汙

鬼可以乘虚而入。Neil Anderson 在求助者调查问卷中的第一条

问题是﹕「你是否曾经接受过催眠术？」 Hammond  牧师夫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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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术和其他邪术列于汙鬼分类表中。Koch 有一个个案﹕一位大

学生在学校娱乐表演中接受催眠，之后一直不能苏醒，送到医院

后六天，当牧师的父亲赶到，奉主耶稣的名驱逐黑暗权势，青年

人才醒过来。 

（六）圣经中的「迷术」——原来圣经老早禁止催眠术，可是没

有使用这个现代名词，而其实催眠术就是迷术，因为这是一个心

灵控制术。「你们中间不可有……行邪术的，用迷术的……凡行

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十八 10-12） 

「迷术一字…希伯来文 chabar 或 lachash（申十八 10-11），

chabar  的字根基本上是指﹕联合，联结在一起，或作一个神秘

或超自然的咒言，有时 chabar  解作于“迷惑一条蛇”（好像东

方人吹笛子使蛇起舞），因为旧约希伯来文字典…指出，这种迷

惑蛇的行动在表面上类似催眠术……希伯来文 lachash  的字根

翻译“迷惑者”为﹕迷惑者以和蔼及温柔的声音迷惑蛇起舞，这

种情况与催眠师以和蔼及温柔的态度及声音导引别人进入催眠状

态一致。」 

佛洛伊德书中屡次提到催眠术和其各种用途，他也认为催眠师吩

咐被催眠者留意看他的眼晴，他对被催眠者发出一种神秘的力

量，夺去被催眠者的意志。他解释说，当催眠师告诉被催眠者留

意看他的眼晴，他是使这人集中精神在他身上，不再留意所有其

他事物，于是他感到催眠师术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向他投降。

他的话證明了催眠术就是圣经所讲的「迷术」（申十八 10-11）。 

其他催眠师也有类似的话﹕催眠师肯他说﹕「……有这样的能

力，使被催眠者向催眠师交出自由意志……」安撒尼也说﹕

「……"提示"就是将一个思想灌输人心，引发精神上或行为上的

改变……被催眠者事后会不自觉地按照催眠下所得到的提示去

做……」 

一本普通心理学课本介绍催眠术时说﹕「在催眠状态下，个体的

思维、言语和活动是在催眠师的指示下进行的，失去了独立思考

的能力。」 

徐亚美（Amy Twain） 是一个现代「自我改进」（self-

improvement）的专家，她说﹕「催眠心灵控制是洗脑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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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她自己写了几本书，教人怎样利

用这技术增加自信和成功。 

 

谁还能否认这是心灵控制（迷术）？ 

可是，很多催眠师都表示，催眠不是心灵控制。例如，一位基督

徒催眠师，陈天祥博士为前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退休

后仍示範催眠。陈教授曾经表示﹕「被催眠者其实是利用催眠师

给予的指引，自愿地进入预定的状态内。若果你不肯，没有人能

催眠你。就算在催眠状态内，也可随时走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是受催眠者自愿的，他可以走进催眠状态、可以

不进？ 

两位 Spiegel 催眠教授表示，催眠者不是完全控制他的对象，只

是让他暂时中止他「判断」（critical judgment）。有一些人比

较容易受催眠，他对催眠师的提示，显得比较容易有反应。讲来

讲去，催眠师们使用不同的话，承认催眠术是心灵控制术（迷

术），只是不见得每次都成功。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古今中外，所有秘术都不能保證 100%成功

的，介入之人的自由意志是因素之一。 

 

总论 

最后，Bobgan 博士作了一个盖棺定论，「催眠术是属于魔鬼的，

至少是有危险的……基督徒应该避免催眠术，即使在医学上使用

亦然。」Koch 也说﹕「即使医生所使用的催眠术我也拒绝。」  

********** 

 

 

（摘自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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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前主日 

生活金句—生活缺乏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哥林多后书 9:8） 

今主日 
生活金句—灰心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希伯来书 10:36) 
**************************************************************************** 

 
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 

 
问24：基督怎样执行先知的职分？ 

  

答：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用他的道和圣灵，将神的旨意指

示我们，为要叫我们得救。 

  
1．约廿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2．约十四26：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

你们。 

 

3．约十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