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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 

 

                                                          

一·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據時代週報 1987 年 12 月 7 日一篇文章(New Age Harmonies)上說: 「萬有歸

於萬有，新時代宗教來臨了. 新時代宗教表達了宗教的不明朗地方，與基督教及

其他主要宗教扯上關係，又塗抹了汎神論及巫術的色彩。」 

 由於很多人對正統宗教的厭煩，人們對現今科技高度發展，宗教高度理性

化、政治化、屬靈上諸多約束及規條，都使人信心冷淡，因此，很多新時代的信

仰者都覺得應該有追求屬靈的捷徑，或是追求快樂和健康的途徑。 

 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是一個廣泛的名詞，它不是一個中央組織，

沒有一個可見的領袖，其運動非常鬆散，包括一群有共同理想的群體、機構、事

件。它往往包括邪術(Cults)、異教(sects)，甚至某些宗教派，但新紀元運動從不

限於某一個團體或宗教，簡單來說，有一群人，同一追求「靈性」(Spiritual)的理

想，其所造成的群眾運動，中心思想是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這運動的特色，一般來說是要擺脫一神論(monotheism)，例如猶太教、基督

教、回教及擺脫世俗人文主義，即理性主義、無神論(atheism)、懷疑論

(skepticism)，這群人強調整全醫治(holistic health)，政治環保(Green peace 

movement)、宗教邪術(religious cults)或心理學，彼此之間的網絡(networking)聯絡

甚密切，透過大眾傳媒來接觸人群。 

 有一些人對星象有興趣，但從不加入任何組織，又例如綠色運動，他們也自

稱或被稱為新紀元，另一些則實際參與新紀元的宗教活動，甚至組織新紀元的宗

派，如 Unity Science 或 Religious Science，甚至在基督教竟然也有人自稱新紀元，

實行新紀元的理想。在北美大城市如紐約、多倫多，有正式掛上新紀元招牌的教

會。 

 

二· 新紀元運動的簡史新紀元運動的簡史新紀元運動的簡史新紀元運動的簡史 

 

 新紀元運動一般重視輪迥(reincarnation)、夢、天象、星相、心理或全人醫治、

屬靈操練(Spirituality）及自我實現等。 

 1971 Irving Hexham 有兩本書 Some Aspects of the Contemporary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Society及 The New Paganism: Yoga and U.F.Os開拓了新紀元運動的思

想及生活方式。 

 到了 1983，新紀元劃時代的書，由影星沙莉麥蓮(Shirley MacLaine)所寫的暢

銷書粅 Out on a Limb 及 1987 年據其自傳而拍的電影，使世人猛然醒覺新紀元已

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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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紀元並不新也不是一個甚麼運動，它可以索源到十九世紀的屬靈學

(Spiritualism)及通靈學(Theosophy)。事實上它是一種現代的巫術，尋求對實體的

體驗，也是一種對東西方宗教的同情及調解。 

 新紀元運動流行於中產階級，為繁忙的都市人，特別是管理階層提供了休憩

的空間，他們推廣全人健康，包括身、心、靈的健康，積極思想，發掘內在潛能，

加上星相運程，滿足人心在不穩定及壓力下追求穩妥，又提倡宇宙和諧，人與萬

物和諧共處，推動環保，叫人從物質的束縛釋放出來。 

 

三·理論基礎 

 

1. 萬有為一，一為萬有(All is One, One is All) 

 「一」與「多」是互為關聯，在「一」之內，「多」並沒有分別，沒有善惡，

沒有高低.......「一」、「多」在柏拉圖的巴曼尼德斯篇(Plato’s  Parmenides)中已

詳為辯析，世上不可能只有一，一必然有多。 

 All is God. 

 由於 One or The One 是充塞宇宙間，正如普羅提諾(Plotinus)所提倡的，The 

One 是至高無言說之尊美，而萬有都歸在 The One 之下，為 The One 之一部份，

分有了 The One，God = The One 成了非位格的神，與宇宙同一。 

 基督徒觀點： 

 a.多元創造：在創世紀，上帝所創造的是多姿多采的世界。 

 b.創造者與被造者有本質的距離，使人擺脫原始迷信，不以世界為上帝。 

 c.創造論給予世界創造秩序，為現代科學提供理論基礎，且打破了一切物質    

迷信及新紀元之世界觀。 

 

2. 萬有是神，神是萬有(All is God, God is All) 

 根據「一」為萬物，這完美的一就是非位格的神，它充塞萬有，而萬有的多，

如人，亦分有這個「一」或這個「神」，因為人分有這個一或神，故人有神聖的

本性(Divine Nature)。因此，人要藉著默想、打座，發現人體內的神聖部份，人

的精神便能與宇宙流行的道交通，證明人就是神，就是宇宙之道的一部份。 

 這個神不是人格神(Personal God)，而是自然力量，是一抽象的宇宙心靈。人

與這「宇宙心靈」結合的過程，往往會交上了邪靈. 其實，宇宙心靈正是那屬靈

惡魔（弗六：12），除了上帝以外，一切屬靈的力量都出於那惡者，因此，舉凡

超覺靜坐、氣功、打座等，都是與空中掌權者---魔鬼交往，故基督徒要小心。 

 新紀元相信人類正邁向一個新的時代。世界將由水瓶座取代一直當權的雙魚

座，而雙魚座就是代表基督教。正如馬恩羚指出，「新紀元相信如今掌權的水瓶

座乃標誌著一個靈界的時代(Spiritual Age)。」 

 新紀元也提到基督，但祂就好像佛教裏的佛佗一樣，每一個人也有機會達至

那境界。人就是神，就是基督，就是佛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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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的無限潛能 

 如果人是神，則人可擁有神的能力，故每人都可以產生神蹟，新紀元從不說

人的罪性、墮落，只肯定人有神聖潛能(Divine Potential)。人不單可以完全控制

自己，更可控制宇宙，因有神靈在裏頭，人的潛意識(Subconscious)是神性(Deity)，

故當人釋放內在的意識便可邁進無限的境界，例如透過音樂、靜坐、默想

(Contemplation)，人的潛能發揮，甚至有第六感覺(ESP)、預言，追憶往生（因假

定了輪迴）、靈魂出竅等。新紀元認為要發揮人的潛能，所以很重視個人體驗，

通過人默想操練直接接觸靈界，從而改變自己(Self-transformation)、改變世界。

�這 雖然與羅十二：2「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相似，但其前設的世界觀並不相

同。 

 至於新紀元的內容，可概分為四方面： 

 第一，它強調發展潛能。新紀元相信人即是神，利用默想、靜坐等方法發展

無限潛能。在香港，已有課程如 Life Dynamics(1993) 教導學員「找尋生命」，

對象主要為中上階層。例如，一個名叫 Erhard Werner 的美國人開辦了一所訓練

學校，實行「美國式的禪」，他相信通過「心靈操練」(mind exercise)，在靜坐

默想中幻想光，就可以得到啟示，他宣稱：”Belief is a disease.” 

 第二，它鼓勵致志創富。新紀元思想認為潛意識是通向「無窮智慧」(Infinite 

Intelligence)的橋樑，「自我」就是「自己裏面的神」(God within us)，只要掌握

了潛意識，意識就可變能量，亦即導向物質。只要相信，就必達到目的(You can 

do it you believe you can)。 

 第三，是自然療法。這又稱為「另類療法」。它往往以倡導自然為招徠，不

打針不吃藥，如按摩、洗腸或人電學等等。在他們的概念裏, 人只要能發揮潛能，

便自然會有健康的身體。 

 第四，新紀元另一個重要內容，主張人是通靈的渠道，通過默想、水晶，便

可進入另一境界，與大自然的力量契合。縱然在探討新紀元哲學時經常會遇到

神、基督、光、默想等看來熟悉的字眼，但這些字眼並不真代表基督教所宣稱的，

而是宗教的象徵用法。 

 

4. 超越自我的蒙蔽 

 新紀元人士相信，由於人的無知，人沒有發現自己內在的神聖部份，與宇宙

的可通性，人要發現真我，就要讓內在的精神擺脫肉體的束縛，飛離物質世界，

與宇宙之神聯合。 

 a.靈魂出竅，張佳音教士的例子。（印度教打座，靈魂與 Hindus 結合） 

 b.靈媒(Channeling)，其中出名的有靈導(Spirit guide)，即是讓一已死的人或

靈體透過人來說話。 

例子︰ 

 J.E.Knight，華盛頓州 Yem 市的一個主婦，聲稱她的身體被三萬五千年前的

一個雅典士兵名叫 Ramtha 所佔據（三萬五千年前雅典恐怕連狗亦未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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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成了靈魂控制大師，與一班 NewAge 的同道大找金錢，六十年盛極一

時，又自稱是獨一從上帝而來的啟示。很多人花數百元見她一次尋求指點迷津，

例如八十年代某人要買賣亞拉伯馬，由她指點然後決定。Knight 說 Ramtha 在 1977

年第一次向她顯現，替她洗禮(?)之後，她完全投入靈媒之事，某日她在廚房走

廊看見一個七尺高寬袍男子，她知道他是 Ramtha，Ramtha 告訴她要藉她身體向

這世代的人傳達真理，又說 Knight 是他女兒。 

 Ramtha 說：「沒有上帝審判，罪是錯誤的感覺，因為罪根本不存在。」它

又扮演先知，預言地球將有地震、污染、海潮侵害沿海城市，所以最安全地方是

太平洋西北岸。結果，有些人搬離大城市，到山鎮居住，甚至為了搬遷而弄至離

婚。 

 另一個叫 Lazaris 同樣以靈媒顧問大賺錢，1990 年價錢：每次約談一小時收

費美金$90，每次半小時電話傾談$53，錄音帶$20，錄影帶$60。 

 

四·宗教大混合(Religions Syncretism) 

 新紀元是東方神秘宗教，西方秘術(Occultism)，新異教(Neo paganism)及人

類潛能心理學(human potential psychology)。他們把所有宗教都合為一，例如

Elizabeth Burroughs 在 Christian Mystic 把宗教分為 ”字面” (literal)及”深

入”(deeper)的宗教。她說： 

 “deeper teaching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are in harmony with all other 

religions.” 

 她又要取消印度教的泛神論 (pantheism) 與基督教的有神論(theism)之分

別，要尋出其共同精要之處。因為「All is one, All is God. We are God」. 大致上，

最常為新紀元樂道的宗教簡介如下： 

 a.西方宗教－靈界探源 

  Shirley Maclaine 自稱 ”high priest of New Age Movement”. 她的暢銷書

Out on a Limb 使她成為知名的新紀元人物及通靈者(Channeler)，書中述說她如何

對基督教懷疑而最後相信輪迴學說，由於她得到靈魂出竅的經驗，使她對新紀元

確信不移，在書中，她說： 

 「在安靜中，我思想又像沒有思想，蠟蠋在我眼前幌動，我的頭漸漸飄移，

我感到心中像有一條隧道，盡頭處是一片清朗，無盡的宇宙，它不是幻想，而是

真實的感覺，蠟蠋的光漸漸涌入了空間，我投進了空間，打滾、飄逸，整個靈魂

一直往上爬......直至我見到山嶺和原野...... 

 與我的靈魂相連的是一條極幼的電線（繩），我飄逸的感覺像在水中，我意

識是清醒的，我感覺到我不必飄離身軀很遠。荍祳（靈魂）與身軀是相連的......

這時，我絕對覺得我的靈魂在身軀之上，靈魂與身軀二分，我存在於兩處地方......

我有一種新感官，好像感覺的一個新的方位(New dimension)，它們都不是眼、耳、

鼻、舌，是不能形容的，我只知當時的身軀在我之下......」Out on a Limb, (N. Y. 

Bantaim Books, 1983), P.332-33 



 

 

5 

5 

b. 東方宗教 

 i. 禪宗－主體就是一切，代表人物弘忍、神秀、慧能 

 ii.   巴哈教－世界大同 

 

五·新紀元的影響 

 

 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人之成為新紀元的核心份子時有一共通點。首先，初

接觸到新紀元一些較外緣而非爭議性的事物如素食、治療時，人受到吸引而樂於

嘗試，這時是新紀元路過者(passer-by)，發生興趣後再加涉獵研究，即為慕道者

(Dabbler)，涉足漸深，受到新紀元的拉力，被愈扯愈近。當然，社會上的文化及

信仰亦相應地產生拉力，但若前者的吸引力強時，人便再升級成為尋「道」者，

認同自己為新紀元的一份子。循這方向繼續發展，最終便成為領導者(Leader)。 

 初接觸新紀元的人往往不知道這些事物背後的「哲理」：「新紀元的東西看

來像有問題，也像沒有問題，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況且，為免引來抗拒，他們根

本不會標明自己是新紀元的貨色，直至他們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你而不自覺。」 

 有人說，「新紀元的核心領導人物並非想像中邪惡，反而他們看來甚為和善、

『好人』，令人覺得很溫暖。」參與新紀元的言論往往很吸引人，聽來十分有見

地，令人心悅誠服。因著這些質素才可吸引到人進來。被吸引進入新紀元圈子的

人也非想像中的愚昧人，而是一些心理正常、與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且其中不少

人十分聰明，有理想、肯認真追求真理的人。 

 新紀元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至少有兩個因素。第一是賦予人重要角色，

人可以成為神，發揮無限潛能，領導世界進入合一的新時代。其次是它以非宗教

的形式表現，另方面卻又吸納東西方的各種宗教特徵，向人提供宗教性的答案，

如人有神性、輪迴、萬物歸一等。現代人不再喜歡宗教教條，而只喜歡宗教的特

色，例如莊嚴、內心反省、寧謐境界等，可惜新紀元並沒有固定的真理，正好表

達了今日人類的要宗教不要委身、多元主義、自我膨脹、功利索求等心態，至今，

它在中產階級的影響是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