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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文的研究是以靈乩書畫宗教性的心靈治療（psychospiritual therapy）為研

究主題，並以正宗書畫社的執筆人－李世培為研究對象，追朔其乩手（扶

乩）、組織、義理（教義）、儀式及神聖體系的歷史源流，旨在探討以靈

乩書畫所進行流行於主流醫學之外，不被科學所承認與證實的宗教心靈治

療－－解畫與觀畫。透過解畫過程的參與觀察與解畫個案分析，及乩畫文

本的文化治療功能，探討「另類靈乩書畫」所提供其文字（含乩文、天語

拼音）、語言（含問事、診斷、釋疑）、藝術（顏色、圖像）治療等的宗

教醫療特色。就靈乩書畫的目的性而言，幾乎可與鸞書勸善修道的宗旨相

同。其影響性雖然難以真正脫離世俗而存在，不過卻能藉此世俗功能，引

導求畫者走向神聖的修行路。正宗書畫社中許多求畫者的求畫動機，正是

為了解決自身的困惑，透過『解畫』的宣講活動，無形中也影響求畫者的

心靈模式。 正宗書畫社的乩示醫療是以「靈（神）乩書畫」為主要憑藉，

進行信仰性的「乩示民俗醫療」（Spirit Writing Folk Therapy），並涵蓋身

心靈的全方位醫療。透過乩畫中色彩與意象的傳達，也能達到身心靈的的

療癒功能。其病因觀主要以因果觀與靈性問題來解釋，且以乩畫來解釋、

輔導求畫者在心理與靈性方面的問題。正宗書畫社乩示治療主要在於乩示

解畫，除了「供奉乩畫」、「乩畫賜予（含解畫）」與「加靈」是「他

力」的宗教醫療，屬於信仰行為而沒有涉及醫療行為，然而，主要還得靠

「自力」的力量，以「誦經」、「打坐」的信仰儀式、行為，來實行正宗

書畫社乩示治療。正宗書畫社的神聖則是維持和求畫者平等的角色關係以

降靈乩書畫，並配合賜予靈感與天語，藉此解畫過程來引導求畫者看清因

果關係，且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重視「靈性」問題（病因觀），除了消極上

必須靠誦經迴向冤親債主（因果業障的病因觀），喝下大悲水或燒「往生

錢」等儀式，來「向超自然力量祈求或贖罪」。另一方面，通常會提倡道

德修養並鼓勵探索、涵養心靈的修持，以得到心靈安頓。因此，積極上建

議皈依新的宗教信仰，並保證努力修行（如：唸經）便不會誘出病因，也

會提供未來預測，除了給予問事者美好的希望外，更提供了較為明確的人

生方向。再以神的權威提供人生絕對不二的價值標準，勉人勤加修身積

德，以增加自我省悟的智慧，才不會損陰德、造因果。如此不但易於治

療、解決身心問題，進一步回歸道院的「道慈並進」方式，在外配合推廣

正宗書畫社平時的各種慈善事業，對內在個人方面鼓勵能修心養靈（後天

精氣神返回先天氣靈性）的「誦經」與「靜坐」靈修（現代修養法—先天

靜坐法）。在『內外兼修』下，不但能療癒個人身心靈的疾病，進而體悟

生命精神性的存在價值，以靈性修行救渡與救劫方式為最後的終極關懷與

根本解決之道。 我們發現類似李世培醫師的宗教民俗醫療，仍不離觀察、

問診、對談的基本模式，我們可以稱為「世俗界的醫療形式」，而佛菩薩

所賜予的圖像、天語、加持，實際上可說是一種「超越界的醫療形式」。

正宗書畫社的乩示治療，基本上是透過李世培所繪之富涵許多指涉「日常



生活世界象徵性圖案」（Symbolic universes）的靈乩書畫，視為指涉神聖

（Religious cosmos）、世俗領域的象徵體系，透過解畫（解釋圖示）行動

中的過程（解釋過程），除了訪問求畫者、解畫者過去回憶與當下體驗之

自悟自解的主體（觀）經驗外，主要側重此靈乩以其特殊靈感，再運用神

聖（天語）與世俗（日常對話）最重要的溝通媒介－「語言」來詮釋『解

釋圖示』（解畫）的意義來進行宗教心理輔導，並探索其對心靈生活的影

響與身心靈的醫療功能。解釋圖示的過程中產生體驗，連續的體驗又不斷

地修正著超越體驗的圖示（乩畫）。李世培解畫的語言活動正是試著清晰

地將象徵性卻又片段音節的天語詞語（語言的象徵性潛能的東西），除了

表述神聖體系外，其「傳道解惑」的日常生活的語言功能，更是不斷加以

溝通、整合，建立一套多采豐富的宗教心靈醫療詮釋系統。 從乩畫本身色

彩與圖像能夠表達宗教中某些特定意涵來看，宗教透過色彩及其他造型手

段與教義結合，使信徒來遵循、敬畏，達到宗教的教化目的。在乩示內容

的題材方面，其包含的題材大致上可依載道書畫與濟世書畫兩部份。以傳

統山水景象的載道書畫中，不同的自然景象和生物體系都有不同的象徵意

涵。同樣地，以單一景物或道字為主題的濟世書畫中，不同的題材與文字

（含天語與標題）以及問題的類型，又能加以解讀或詮釋不同的象徵體

系。以求畫者的問事內容來看，因為求畫者的「問事」內容無非是想得知

未來發展，希望乩仙能預告指示未來方向，而整個扶鸞與解畫的活動都會

涉及「與人談道與教訓」，因而離不開善書中以勸善戒惡、因果報應與陰

騭觀念的中心思想。尤其以「道」為體，「慈」為用的修道法門，並以靜

坐來修丹心。以「慈」作佛心與修丹、立功的先決條件與基礎。該社認

為，靈進入天界之後仍有等級之分，以平日行善積德的多寡而定。不論人

生路或靈界之路，人都必須通過「妙山寒洄關」，即代表每人都要孤寂地

或慎獨走出自己的心路歷程與關卡。若修道人的「道」、「慈」圓滿，便

可進入「妙山福壽禪寺」、「妙山天宮廟」或「妙山玉峰禪寺」。這不但

可以「添福添壽」，還能「加官進爵（天爵）」，並可找到回家的路，回

到該社最終的宗教理想境地。這也就是乩示治療的最終目的。 因此，正因

神乩書畫獨特的題材、畫風與技巧表現方式，得以將其象徵性的景物或意

念，較為明顯地刻畫出特有的心靈意象或宇宙觀，使求畫或看畫者因個人

體悟，能慢慢瞭解個人或他人的身心靈狀態，而有不同的身心靈療癒效

果。總之，濟世書畫是包含「身、心、靈」的治療功能，而載道書畫則是

針對「靈性」問題為治療範圍。更進一步希望求畫者能加以體悟正宗書畫

社所要傳達的宗教教義及其宇宙真理，達到其傳道解惑的乩示治療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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