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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篇論文是以一個高雄地區的田野個案來探討「會靈」體系的宗教型態之

信仰與儀式，透過本個案研究來看其信仰形而上的基礎與儀式操作所具有

的象徵意義。因此本篇論文將分為五大章來探討台灣民間信仰其背後所具

有的意義與內涵。 探討台灣會靈體系的信仰與儀式，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了，民間信仰的發展過程的彼此之間關係，相當錯綜複雜，也因為台灣

會靈體系之民間信仰的基本思考邏輯在於「萬教歸一統」，因此也不得不

跟著它回到原始社會初民靈感思維的思考邏輯之下去做論述，而?什麼要用

原始靈感思維去詮釋呢？佛雷澤於《金枝》提到在許多民族故事裡的一個

共同思想，就是相信靈魂可以或長或短的時間寄放於某個安全的地方，他

認為這是原始初民信念中的真實內涵，因為這種的原始靈感思維產生後來

發展出來相應的一整套習俗，或許也可以說「宗教是人類與超自然力量的

信仰與儀式行為的實踐」。也由於「會靈」是新世紀新興起的宗教體系，

我們必須也要利用多方的知識與理論去做思考和了解，畢竟宗教是文明精

神傳承的文化脈絡，也是通俗社會文化現象的時代任務。 第一章嘗試找出

台灣「會靈」體系之宗教型態所形成的可能原因。 第二章談的是寶殿發展

沿革和藉著神蹟成廟的過程，不過整章主要論述環繞於兩個主題，就是

“神明”是什麼？信仰是什麼？也就是說明神明作為信仰和崇拜對象所具

有的特徵或屬性，和將會靈體系的神明觀與信仰基礎作觀念性的整理，到

底會靈體系之神靈觀念其性質的基本內容或神明譜系建立的概念如何一一

做說明。 第三章本章所論的儀式操演，基本基礎是處於台灣會靈體系特定

的範圍內去探討的，我們也了解宗教儀式多是透過很多象徵行為的形式化

來表達，當然也牽涉到空間與時間的感性直觀實踐，所謂理性認知的取捨

以及感性情緒的增愛，去尋找其心靈之中價值色彩的存在。 第四章是從乩

子、信徒的心路歷程去討論會靈體系的信仰與儀式之宗教型態和與社會的

互動關係，基本上從由華人社會所承襲對靈魂的觀念，去討論台灣會靈的

宗教型態，並對傳統的道士、法師、童乩和靈乩之間的異同處，並從中了

解其儀式操作的巫術成分之比較。另外也探討符咒的使用方法，如何在民

間信仰的環境生存？信徒心目中最渴求的乃為一種對超自然力量的追求，

是一種神秘力量的追求，探討所謂馬那(mana)力量對會靈體系的影響。因

此也探討了符圖圖形與曼荼羅之比較，嘗試找出符圖與宇宙力量相互之間



的聯繫和平衡關係，而它所代表的是人內在核心精華的概念，也同樣是追

求永恆、無限和神聖的圓滿概念。 第五章基本是綜合上述四章所探討的幾

個方向，整理後做出的結論與對將來的研究之路的期許。  

摘

要

(英

) 

This study is basically on Taiwanese Shamanic Shrine, located in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which tried looking into its ritual and belief. As in many facts, the notions of 

ritual and belief has been central to research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since from last 

century, and some of the terms have been more fundamental in defining the issues 

basic to culture, society, and religion. So this research will divide into five different 

chapter and try to find out Taiwanese folk believe or Shamanic in it backside possess 

meaning with connotation. Shamanic The first chapter is looking into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Shamanic frame from the pass cause. The second chapter is encircling in 

two motives subjects on Taiwan shaman structure. (1) What is god? (2) What is 

belief? The third chapter is base on described Shamanic shrine ritual practice. The 

forth chapter is looking into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anic shrine and believer, as 

well as social interaction relation. Also try looking into shamanic performance. The 

fifth chapter i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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