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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台灣社會中，大多數民眾常將無知、迷信，乃至神棍騙術等負面價值

視為童乩的本質，進而對童乩採取鄙夷厭惡、恐懼排斥的態度。面對此

現象，本文以童乩的「形象」為中心進行討論，重新思索童乩社會形象

與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 本論文依形象的社會面與自我面分為二部分。

首先就訊息傳播與知識教導的權威來源與優勢力量進行文獻分析，即從

學者專家、政府官方及傳播媒體這三方面的資料進行分析，呈現台灣社

會環境建構童乩負面形象的過程與策略。其次探討童乩的自我形象，而

將焦點放在「童乩如何看待自己」上，試圖討論童乩對其「童乩」身份

的自我認同。此部分係利用於新莊地區從事田野訪談工作累積的 25 份



「童乩資料調查表」內容，討論一個平凡人願意成為童乩，去承受社會

大多數民眾異樣眼光的原因（成乩因緣）；以及童乩（受訪者）是否認

同、如何認同「童乩」身份的自我陳述。 本文透過長時間的文獻分析，

得知台灣童乩之社會形象確有被負面建構的情形。雖然隨著政治解嚴、

本土化意識高漲與多元文化蓬勃開展等因素，使批判童乩之聲漸趨和

緩，但學界、官方、傳媒對童乩的評價仍是有待保留且傾向負面的。而

台灣童乩面對其名被負面建構的困境，在陌生人面前往往表達出無奈、

不得已成為童乩的心境，甚至否認其「童乩」身份；然而當置身於熟悉

的生活圈內，面對家人的支持、信徒的信賴，以及自身對神靈的信仰，

童乩以能作為神靈的乩身服務人群、救世濟民而感到滿足與自豪，表現

出對童乩身份的認同。從童乩肯定自身所行乃是濟世行善卻羞於告知外

人其身份的這點來看，可以發現童乩社會形象與自我認同之間存在著矛

盾與緊張關係：當他人對其身份彰顯出的神能感到信任與肯定時，童乩

樂於展現他身為神靈代言人的身份；反之，則隱瞞或否認其童乩身份。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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