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2984 

狀態 G0496908018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宗教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6908018  

研究

生(中) 
潘春旭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臺灣人改宗天主教的歷程研究（1965-2011）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the Conversion Process of Taiwaness Catholics（1965-2011）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蔡怡佳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3.1.7 

校外

全文
2013.1.7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3.1.7 

檔案

說明 
摘要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02 

學位

類別 
博士 

畢業

學年

度 

101 

出版

年 
101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改宗 皈依 認同 文化.天主教.傳統信仰 

關鍵

字(英) 
Conversion,Identity, Culture, Catholic, 

摘要

(中) 

本論文以從本地傳統信仰改宗天主教的信徒為案例，討論本地改宗者如

何陳述自己的改宗經驗，包括傳統信仰經驗形塑過程、接觸天主教、改

宗天主教，以及新舊信仰之間的關係。本論文並探究改宗者在自己所具

有多元社會角色之中，如何實踐天主教信徒的身分。研究發現：一、傳

統信仰作為接枝新信仰的角色：傳統祭祀形塑個體早期信仰經驗，改宗

時潛藏之信仰記憶作為進入天主教儀式與祈禱的聯結。傳統的神明信仰

使改宗者意識人神共存世上，拿香祭拜使他們體悟神明的靈力和庇佑，

但因傳統信仰較缺少教義的論述，使得天主教信仰之基督圖像得以填

補。 二、改宗者有三種認同類型：第一個類型是植根傳統的認同：改宗



者接觸天主教時，找尋新舊信仰相似的部分加以理解、轉化，並且在生

活中實踐和應用。第二個類型是穿上新人的認同：改宗者受到天主教不

同於傳統信仰部分的吸引，成為教徒後，自己與舊有的傳統作切割，只

認同新的天主教。第三個類型是普世化的認同：改宗者以前二類認同作

基礎，在不脫離本地既有文化、社會背景的條件下，進行宗教認同的整

合，自我的價值觀與行為呈現一種多元與融合。 三、改宗的歷程是文化

的整合，而非切割：過去的改宗研究預設，改宗者在接受新宗教時要揚

棄舊信仰的一切。然而，對本地改宗者來說，改宗是取得一個新的教徒

身分，並在既有的文化脈絡建構多元社會角色，包括教徒角色。故改宗

不是個體與既有群體角色或文化脈絡的切割，也不是自我主體性發生激

烈轉變，而是新舊信仰、社會文化與自我的持續發展歷程。  

摘要

(英) 

The topic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se relevant issues; e.g., how these coverts 

present their conversion? How do they shape their traditional belief? How do they 

encounter with Catholicism? How do they transform their old beliefs (traditional 

beliefs) into the new one (Catholicism)? How do these converts think about their 

multiple social roles and perform their beliefs? There are three conclusions in the 

study. First,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belief is like “graft” -- the traditional 

worship shapes individual early belief experience. In conversion, such early 

potential experiences in memory become the former experiences to new belief. 

Furthermore, the worship with incense helps believers experienc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Divines. Also, the worship without discourse makes the vacancy of new 

Christ’s image be filled. Second, the converts have three identity types. First 

type roots in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On encountering with Catholic, the converts 

understand, transform and practice their faith in life from the similar parts 

between the new belief and old one. Second type is the total identify to the new 

faith. These converts are attracted to the differences. After being devotees, they 

only identify the new Catholic, no more faith to the old one. Last type is the 

universal identity. The converts have an integrated identity with the former two 

types; i.e., construct their new faith by transforming the local cultur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As a result, their values and behaviors are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Finally,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is a cultural integration, not segmentation. In 

the presumpt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converts have to let go all old faith when 

they recognize the new faith. However, for local converts, conversion is to get a 

new identity of devotee and build a multiple social role under their culture context 

such as the role of believer. Hence, conversion is not a breaking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y or cultural context. Also it’s not an intense 

transformation of self-identity. In fact, it’s a continued developing process of 

new faith, old faith, social culture and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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