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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在佛羅里達的家，和一個年輕人在一起，他抓到一隻鷹。 在很短的時間裡，他把它訓

成了一隻家鷹。 他吹一聲口哨，那只鳥就從樹枝上飛下來，停在這年輕人的手臂上，吃給它的食

物。 一聲呼哨，它又回到它的棲息處。 即便是在戶外，它可以逃走，那鷹也不會作這樣的嘗試， 

它不再回歸它自然的天性。 我對這樣一個野外的生靈可以這樣地放棄它的本性、它的正常習性、

它的遗传，而服從另一個剝奪了它正常生活之人的命令，感到十分驚訝。  

當我得知這只鷹從野外被逮住，只三天時間就完成了這個改變，我簡直是震驚了。 在這麼短短的

時間內，它就自願臣服，順服地按照捕獲它的人的意願而行，完全適應了一個陌生的、人為的環

境。 當我觀看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養鷹愛好者和他所捕獲的鳥。 我看到一個屬

靈的真相在我眼前展開—這個屬靈的真相在下面我要問你的問題裡： 

人是不是也會在精神上被捕獲，被除去自然的天性，然後臣服下來，並被強制性地過一種對他們

自己和神造他們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讓我把答案演示給你看： 1973 年，在瑞 典的 斯德哥爾摩， 在一場搶劫案中 4 名銀行職員被綁架，

關在一個地下室裡。 奇怪的是，在六天之內，他們完全臣服于他們的綁架者，他們不僅拒絕被營

救，而且後來拒絕為指控罪犯公開作證。 這一心理現象後來被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和那只

鷹的情況一模一樣。  

在美國，這種綜合症的一個最臭名昭著的例子，發生在 1974 年。 一個 19 歲的百萬家產繼承人，

帕迪. 赫斯特，被稱為共生解放軍的匪徒綁架了。 她被關在黑暗的衣櫥間裡，眼睛被蒙上，不給

吃的，並且被虐待。 然後奇怪的事情出現了：帕迪加入了綁架她的那些人的組織！ 她把自己改名

為「坦亞」，並且參與搶劫了一家銀行—那是一間她和她父母擁有股份的銀行。 當被抓獲、審判，

帕迪被判入獄 7 年。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航空公司被綁架的空姐，後來嫁給了其中一個綁架她的綁

匪。 用政治術語來講，我們稱這種改變叫做「洗腦」。 在麻州波士頓的一間大的基督教會，最近

被指控用這種辦法來改變新的會友。 他們使用的步驟之一，是讓這些人通宵「禱告」，不讓睡覺，

然後在黎明時分，教會的主管用宗教思想對他們進行轟炸，從心理上把他們徹底壓垮。  

我有一位很親密的朋友，他的孩子被指控一個他並沒有犯的罪名 — 當警員讓他站在耀眼的燈光下，

经过 8 個小時的審問之後，他承認了那項罪名。 感恩的是，他現在是一位委身的基督徒，但是他

的正常生活，被那件童年發生的恐怖事件偷走了。 我們都聽過飽受精神折磨的妻子拒絕離開虐待

她的丈夫的故事。 虐待的方式可能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人的思想會被黑暗的權勢禁錮起來。  

在我自己的事工裡面，我遇到的最極端的例子，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她的童年，是撒但教儀式的

受虐者 。 她被她信奉撒但教的父母故意弄成精神分裂症，然後他們通過她個性的另一面來控制祂。 

這位年輕女性的思想的一部分，是受過教育的、經過訓練的皇家海軍，而且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她思想的另一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人格，這個不一樣的人格使用別名，參加撒但教的活動。 這怎

麼可能？ 你會說，不會是這樣的。 記住使徒雅各警告過兩次關於這種「雙重心智」—希臘文的意

思是「兩個魂」。 作為基督徒，我們看到這種情況的不同程度的症狀，這些人成為撒但的擄物，

但是拒絕脫離祂的控制—甚至他們有這樣的機會，他們也不會逃離。 在一些極端的例子裡，當被

捕獲者和捕獲者是陌生人時，僅僅只需要 3-4 天的時間，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就出現了。 奇怪嗎？ 

的確是。 但這是真的。  

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受害者会在思想上把自己和施虐者結合在一起，作為繼續忍受暴力的一個

手段。 一個心理治療師這樣解釋：「當某個人以性命相威脅，卻並不殺你，帶來的寬慰會產生強

烈的感恩。 這種感恩伴隨著害怕，使得被捕獲者不願意向捕獲者顯露負面的情緒。 受害者對生存



的需求，強過他/她去恨那個造成這個困境的人。 然後那個受害者會把捕獲者看成一個「好人」，

甚至是一個救主。 我就曾遇到過這樣的撒但教徒，他們堅持認為魔鬼是好的。  

在 2002 年 6 月，全國都被伊莉莎白 . 斯馬特 — 一個 14 歲的猶他州女孩的綁架案，震驚了。 她

在晚上被從她床上綁架，然後綁架者劫持了她 9 個月。 伊莉莎白後來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

症狀，就是當她完全有機會逃脫的時候，她不作任何的嘗試。 飛機上被劫持的人質，會對劫持者

產生同情心，甚至其中一位溫存到一個地步，她嫁給了那個綁匪。 在一些案例中，原來被劫持的

人會去看望那些關在監獄裡的劫持者，為他們推薦辯護律師，有一位甚至為他們設立了一個辯護

基金。 我們在一些被虐待的太太身上，也看到這樣的表現，她會自願和她的那位危險的丈夫呆在

一起。  

 為了解釋一隻野外的鷹如何變成一隻溫順聽話的鷹，或者那幾個銀行雇員、帕迪 . 赫斯特，或其

他人，怎麼會從精神上被綁架， 我要你把这些和撒但怎樣讓人掉進陷阱、怎樣制服受害者的方式

比較一下： 

1. 鷹必須是一隻長大了的、但還沒有成熟的、沒有經驗的雄性的鷹。  

2. 那只鷹掉進「食物「的陷阱，食物通常是一隻老鼠或其它小動物，放在一個透明的，但是是被

保護起來的圓屋頂上。 當那只鷹俯衝下來抓那個獵物时，它的腳就被套圈套住，然後它就被抓住

了。 --順便說一下，它永遠不會得到那個誘惑它的食物。  

3. 那只鷹的頭會立刻被罩住，不讓見光、不讓它看見，也不讓它有飛走的可能。   

4. 在接下來的 24-72 小時，那只鷹被放在捕鷹者的戴著厚重手套的手臂上，保持清醒。 儘管那只

鷹不能睡覺，但會定時給它食物—最開始的時候，它會拒絕。 它會把睡覺、接受食物和投降聯繫

在一起，因此它會拼命掙扎，以保持清醒，並拒絕吃東西。  

5. 光線、食物和睡眠被拿走後，當那只鷹最後終於吃東西並睡覺時，它從心理上認定它對捕獲者

的依賴，並在思想上把自己和捕獲者结合在一起。 從那時開始，那只鳥可以在室外自由地飛。但

是，它會自願回到它的主人那裡去，就像一隻幼鳥回到它父母的巢穴。  

6. 最後，在和捕鷹者建立了互信關係、並接受它的新身份後，許多鷹都會回到「小鳥喳喳」的狀

態。 對我們人而言，我們稱之位「禁錮了」或「逆向情緒發展」。 實際上，捕鷹者成為那只鷹的

養父母，而那只鷹，從心理上回到了它的嬰兒時期，當它需要食物或要引起養鷹者注意的時候，

就開始發出「幼鳥」的聲音。  

牧師們在他們會眾中、那些還不成熟的教會會友身上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是同樣的情況。 我們在

那些已經到了成人年齡，但卻沒有在情感上長大的那些人身上，聽到很多的「小鳥啾啾」聲。 在

我遇到的大多數個案，都是禁錮（或逆向）的情感發育問題，那是由於兒童期的危機或引發精神

創傷的事件而導致的結果，它讓這個人的心理髮育癱瘓了。 離婚的父母、嚴重的疾病、不情願的

搬家、突然的改變、安全感的喪失，這些都導致很多精神上的困難。 

 
 

從屬靈上來比較鷹和人類的問題 

 1. 不成熟。 林前 14：20-21：「在心志上不要做小孩子... 在心志上總要做大人。 」何西阿書 4：

6：「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 ” 



 2. 被網套住。 箴言 7：21-23：「21 淫婦用許多巧言誘他隨從，用諂媚的嘴逼他同行。 22 少年

人立刻跟隨她，好象牛往宰殺之地，又象愚昧人帶鎖鏈，去受刑罰；23 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

鳥急入網羅，卻不知是自喪己命。 ” 

3. 瞎眼。 林後 4：3-4：「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住滅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

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 ” 

4. 不休息。 馬太 11：28-30：「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

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 

5. 回到孩子氣的行為。 加拉太 5：1-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 

6. 如何脫離。 提摩太后書 2：24-26：「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待地眾人，善於

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

經給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 脫離他的網羅。 ” 

關於「思想」的經文 

提摩太后書 2 ： 24-26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待地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

耐，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經給魔鬼任意

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 

羅馬書 7 ： 23 ：「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

中犯罪的律。 ” 

詩篇 124 ： 7 ：「 7 我們好象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 ” 

以賽亞 26 ： 3 ：「 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 

馬可 12 ： 30 ：「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 

羅馬 12 ： 2 ：「 2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審判他。 ” 

以弗所書 4 ： 23 ：「 ；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 

腓立比書 2 ： 5 ：「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歌羅西書 3 ： 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 

提摩太后書 1 ： 7 ：「 7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 

林後 13 ： 11 ：「 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愛和平的 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 

最棒的是，耶穌來是要叫「被擄的的釋放。 」沒有比加大拉被鬼附之人得釋放，能更好地說明這

一點了。 馬可福音 5：14-15，這樣描述：「... 眾人就來，要看是什麼事。 … 看見那被鬼附著的



人，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來 ... 」。 汙鬼從他身上偷走的，耶穌

都幫他恢復了。 天國事工的這個部分，一定要在今天的教會裡繼續下去。  

Charles Car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