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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本論文係透過田野調查參及觀察方式，對台北市大同區一私人宮廟

進行信仰實踐與發展歷程的研究。研究的主軸著眼於三個部分，第一，宮

廟創建歷程的追蹤；第二，宗教實踐活動的描述；第三，信仰者靈感的經



驗分析。 此乃宮發展出承續傳統與適應時代的民間信仰形式，信眾數量

的累積與宮廟香火興旺與否為正比。筆者觀察到的現象，譬如，在何種時

機下此乃宮提出進香的要求，對於進香活動的論述與成敗與否關係到宮廟

香火、收入、知名度等等，大廟對於進香宮廟的印象也是由每次進香活動

舉辦的熱鬧程度判斷之，倘若一間宮廟有能力招攬眾多信眾，代表宮廟的

信眾比例與知名度相對地提高，能夠帶給進香大廟的香火收入也相對提

高。此乃宮另一項特色在於同時是訓練神明乩身的場域，此一行為將信仰

神明與信仰者本身作了個別的、具療癒性的連結，強調個人與專屬神秘力

量的結合，或者說是探求信仰者本身與生俱有的靈性力量。修練者承認採

取此一神秘力量為精神實體，有步驟地運用此力量消除自身的因果業障，

並且透過修練能夠具有替人治病、消災解厄的能力。 此乃宮的創建歷程

牽涉到民間信仰者信仰脈絡的自我詮釋，行為者如何描述自己的經歷在宮

廟發展歷程中顯得相當重要，信仰者相信源出自身家族的天命與使命觀

念，進行對個體生命世界的改造，並且也接納擁有類似經驗的社會邊緣

人。透過田野發現，此乃宮發展恰可看出台灣傳統民間信仰變遷的線索，

其「靈乩」式的修行方式擴展於自身宮廟之外，形成新興信仰現象「會靈

山」的特殊現象，筆者試圖解釋靈乩式修行方式與會靈山現象之間的關聯

性，詮釋會靈山背後的信仰理由與因素。透過「無形戲碼」的展演，此乃

宮信徒們運用進入每次戲劇儀式的，給出有形身體作為無形戲劇展出的場

域。神人中介的培育及養成除了「訓乩」過程值得注意之外，此乃宮強調

每個信徒身上皆有與無形世界建立超自然溝通方式，並且建立一套循序漸

進有次第的訓練計畫。著重靈感的此乃宮信徒們如何在其生活世界中生

存，對於無形訊息的判讀成為日常生活的準則，超自然力量與信仰實踐之

間的連接成為筆者觀察的重點。 最後，在廟方有意識的建大廟歷程中，

此乃宮聚集社會及信仰資源，將「建大廟」視為信仰奉獻的極致，全體宮

生及信徒投入對建設公廟的事務當中，運用眾人集體創造力連結出具體可

行的宗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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