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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架構、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 

 

 本章首先將討論所謂新派的分類問題，主要的目的在釐清新興宗教中經常被

使用的 sect、cult 究竟如何分類，因為這個分類標準涉及了如何將宗教團體定位

的問題。其次本章將本文所要採用的主要理論「理性選擇理論」介紹出場，主要

將以 Stark 的說明為主，同時亦將呈現理性選擇理論的批評意見。第三部分是回

顧有關法輪功的相關論文，最後則是說明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新派的分類 

Stark 使用 denomination/sect/cult 的三分法來區別新興宗教與主流教派(Stark 

1996)，本文使用游謙(游謙 2003)的翻譯，將” denomination”譯為「教派」、將”sect”

譯為「分派」、將”cult”譯為「新派」。 

Stark(Stark 1985：19-37)認為，許多的宗教實體都來自於教會分裂，從宗教

組織中獨立出來。這類的宗教通常被稱為 sect，然而有許多宗教實體並非來自於

宗教分裂，他們來自於宗教革新，因此必須把這二類的宗教實體區別開來，才能

夠好好的討論。以下有關於分派/新派的分類都將以 Stark 的著作為主要材料做討

論。 

韋伯作了教會-分派類型學(church-sect typology )的分類，Stark 認為這是一種

套套邏輯(tautology)，並且是誤用了理念型(ideal type)的概念，他認為許多社會學

家都追隨韋伯在定義教會-分派類型學時，企圖找出其相關性(correlates)，而 Stark

認為在定義宗教時，找出其特質(attributes)比找出相關性來得重要，定義是能清

楚界定該事物究竟屬於／不屬於我們所要界定的範圍，因為相關性並非總是呈現

且經常不會出現，所以當用他們來定義特質時，便很容易導致錯誤的分類。更糟

的是，當有許多種相關性時，就會導致一個混合各種類型的大雜燴，既無法被排

列也無法被測量，結果便是導致類型的次概念(sub concept)不斷延伸，如此一來，

我們將發現每個實證的案例都會變成獨特的典型，這樣就變成什麼都沒有分類。

而當用特質為定義的基礎時，因為特質總是會出現在待分類的現象中，當足夠的

特質可被用來劃分、區別，這種理念型便可提供比較與界定的原點(zero point)。 

Stark 也批評了 O’Dea 所歸納的教會與分派的幾個重要”特質”： 

一、成員的資格始於出生， 

二、管理的形式基於階級統治與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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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常符合地理、人種、社會結構 

四、著重於全體的改變 

五、與現存的社會價值妥協和適應的特性 

分派的 6 個”特質”： 

一、從一般的社會分離，並且挑戰或從世界的價值中退縮 

二、對社會結構採取排外的態度 

三、強調改宗的體驗優先於成員資格 

四、自願性的加入 

五、精神的重生 

六、嚴格的倫理態度，通常是苦行者 

Stark 認為，這些特質看似清楚實則模糊，因為總是可以找到相反的實例。

Stark 認同 Johnson 所提出的定義型的分類方式，因為 Johnson 提出「一個」能將

宗教團體區分的特質，即教會接受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分派不接受其所處的社

會環境，同時 Johnson 進一步的提出，以張力的狀態(state of tension)來作為區別

的標準，如理念型的分派會落在張力強的那端，理念型的教會則會落在張力弱的

那端，可見 Johnson 所提出的理念型是一個真正能夠分類的標準，因此 Johnson

的研究能夠進一步的界定宗教運動(religious movement)與宗教組織(religious 

institution)，宗教組織與教會一樣，是落在張力較弱的一端，而宗教運動是落在

張力較強的一端。Stark 認為，Johnson 的標準能夠幫助我們劃分宗教運動，當張

力較低時就是教會運動，當張力較高時就是分派運動。我們可以用使用差異

(different)、敵對(antagonism)、分離(separation)三個指標來測量宗教團體與社會

的張力關係，如此一來，我們便能夠定義張力、測量張力，也因此能夠使用在學

術研究上。 

但是現實的情況中，有一些宗教並非是從原有的教會中分裂的，而是由原有

的教會中汲取部分因素自創而成的，有一些宗教是從國外引進的，Stark 認為這

類的宗教通常被稱為新派(cults)。分派是用於從教會中分離的宗教運動，所以分

派通常會宣稱他們是正統而回歸真正信仰的，如路德派。而新派則可能是一個外

來的宗教，或源於主流社會但透過革新而非分裂的，不論是源自於國內外，新派

都是一個新的東西，且宣稱他們是更新的、不同的、更高級的。 

游謙認為，從宗教史的角度來分析「教派」、「分派」、「新派」的關係，會發

現這些是相對的詞(relative terms)，是一種動態的定義(dynamically defined)，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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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特定的脈絡下定義(contextually defined)這些詞的關係。 

 他認為，一個主流宗教通常包括許多「教派」，各個教派大多會認為是某個

主流宗教的一個教派，而且各個教派的信徒也會認為他們是同個宗教的人。因

此，當提及某個教派時，會在前面加上一個教名，例如「佛教臨濟宗」或「基督

教循理會」。 而分派與主流宗教的關係就很緊張，這些團體都是從教派分裂或脫

離出來的，因為教派的信徒往往會認為他們是「異端」(heresy)，但這些分派的

的信徒會認為自己才是「正統」(orthodox)，通常仍以母體的宗教自居，指責教

派信徒已經悖離真正的信仰。主流宗教大多認為新派是新奇的(novel)、怪異的

(peculiar)、自創的(innovative)或反常規的(deviant)，而新派則認為別人都是一知

半解，只有自己才是真正受到啟示者(the revealed)，才是被揀選的少數(the chosen 

few)，因此主流宗教和新派是互不承認的，也因此新派的信徒通常會引來各宗教

信徒的攻擊，甚至遭到大社會的壓迫。(游謙 2003：73-74) 

Stark 將新派分成三類，最為鬆散而無組織的稱為閱聽新派(audience cult)，

這類的新派通常是像是消費者的行為，雖然不一定有聚會，但是會經由各類媒體

如雜誌、書籍、報紙、廣播、電視等，接受該宗教的教條，閱聽新派多是透過郵

件、廣告來通知成員參加活動，在活動的場合中通常會販售相關的書籍，但是該

新派並不主動、也沒有真正想要組織成員的意思。 

比閱聽新派更有組織一點的是顧客新派(client cult)，這類的新派在宣傳教

義、教條時，很像是治療師與病人或是顧問與顧客的關係，這類新派較能夠動員

參與者，但是比例仍然很低，且成員並非完全相信新派的說法，成員多數都是屬

於顧客而非會員，許多人會同時參加二個以上的新派，並且仍舊參加有組織的宗

教團體。另外，傳統教會的神職人員出現在這類的顧客新派的場合並非是罕見的

情況，特別是強調自我成長的新派。 

第三類是新派運動(cult movement)，新派運動可說是一個幾近成熟的宗教組

織，企圖滿足所有宗教需求，擁有雙重會籍的行為是不被允許的，試圖改變社會

成為這類團體的主要議題。然而新派運動隨著其動員程度與對新世界的渴求也有

所不同，有的新派運動是很鬆散的組織，他們基本上是讀書會，有定期的聚會，

討論新的啟示或來自於領導人的靈性指導。會員的基本條件為少許的經濟上的贊

助以及出席團體的活動、接受該新派所宣稱的真實教義，通常這類的團體並沒有

比社會有更高的道德教條，除非是一個局外人參與他們的討論，否則他們宗教的

特殊之處通常不會被發現。還有一些新派運動和傳統分派很像，成員獻身程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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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與外在世界的張力也很高(道德教條超過外在世界)，但是他們的參與仍

舊是部分的，亦即大部分的成員仍過著一般的世俗生活，如工作、結婚生子、擁

有嗜好等等。有一些新派運動要求的更多，要求一個完整的生活形式，他們要求

成員完全從世俗的生活中退出，對新派的活動完全獻身，他們的生活完全遵守新

派的要求，通常他們也在新派所擁有的產業裡工作，另外也有許多人必須為了資

助該新派，而上街募款、販賣商品。 

 游謙則認為，Stark 等宗教社會學者並不信仰任何宗教，他們所提出的「補

償理論」(compensation theory)是一個典型的局外人(outsider)的論述，所以他們並

不會顧慮到信仰者被冠上「分派」或「新派」的感受，他建議有對宗教有同理心

的學者，在使用「分派」或「新派」等敏感詞彙時，應儘量使用完整的描述，例

如「在 16 世紀，路德教派、加爾文是大公教會(天主教)的分派」、「對佛教而言，

創價學會是分派」，以清楚的顯示「分派」、「新派」是一種相對的詞彙，他們與

主流教派的關係是動態的，亦即在特定的脈絡下，這三個詞才能顯出意義。 

 

第二節  理性選擇理論 

人類在本質上是理性的，這個觀念是主流的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但是這個

共同基礎在宗教成為研究對象時成為例外，因為許多社會學家認為，人類另外有

個宗教心靈(religious minds)，而這個心靈根本是屬於非理性的。在過去三個世紀

以來，社會科學界一直視宗教是一種非理性的選擇，諸如視宗教是一種原始心靈

(primitive mind)的表現、視宗教為一種心理疾病，認為信徒是神經病、無知才會

加入宗教、視宗教為沒有根據的恐懼，甚至宗教有害健康等等的觀點始終存在，

這些觀點被 Stark 視為是舊典範，其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實證的研究。(Stark and 

Finke 2000) 

 Iannaccone(Iannaccone 1997)認為對宗教而言，一個有意義的理性選擇模型乃

是建立在三項基本預設上，第一、個人的行動是理性的，會在衡量成本與效益之

後，採取可以將利益最大化的行動；第二、個人用來衡量成本和終極喜好並不會

隨人或時間而改變；第三、達成平衡狀態的社會結果是個人互動的集合體所組成

的。Stark 便是試圖以理性選擇理論，透過實證的研究反駁過去三個世紀以來社

會科學界對於宗教的解釋，以建立一個新的典範。 

 理性選擇理論反對宗教是一種非理性的選擇的說法，更反對宗教信徒是無

知、神經病的解釋。而在本研究中，因為部分受訪者是為了治療疾病才開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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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輪功，在接觸法輪功之後，開始改變原本對於疾病的認知，以法輪功的病業論

解釋疾病，其中不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種現象或許可以有許多原因可以解

釋，但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正好符合理性選擇理論當初發展的狀況，所以或許理性

選擇理論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完備的解釋，但是究竟理性選擇理論是否能夠提供一

個好的解釋，則有待後續的研究來證實。以下便透過幾個重要的概念來理解理性

選擇理論。 

 根據 Iannaccone 的第一個預設，個人的行動是理性的，會在衡量成本與效益

之後，採取可以將利益最大化的行動，另一方面，追求利益最大化也意味著必須

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報酬是稀少且有限的，因此人們會接受在某種不可驗證的環

境中獲得的解釋，亦即將獲得報酬的時間向後拖延，最簡單的例子就是關於彼岸

的報酬。在 Stark 的定義中，宗教是由有關存在(existence)的解釋所構成的，這解

釋包括了和神靈交換條件。他認為這不僅是把宗教歸納為一套神聖要求，跟神靈

交換條件為很多宗教思想提供了基礎，對於存在的解釋則提供各種觀念。在追求

報酬中，人們會尋求跟神的交換，交換的條件除了要考慮人們能夠提供什麼物品

或服務以外，更重要的是要考慮所要付出的代價，也就是說，在交換當中神靈為

其恩惠所能索取的價格也是有限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競爭，人們願意為較

可靠、較易回應、「服務範圍」較廣的神靈付出較高的價格，反之亦然。 

跟神的交換關係的長短取決於想要獲得的報酬—中獎或是更好的來世。通常

在多神的社會當中，人們跟神靈的交換關係都是較短期且不經常的，一神信仰則

習於視信仰為一生的事。而當追求的是彼岸的報酬時，人們願意接受一個排他的

交換關係。但是人們仍會尋求拖延支付以及最小化宗教代價。如果宗教組織能夠

提供彼岸的報酬，就能夠要求人們支付延長的、排他的獻身(commitment)，所謂

的獻身是指滿足跟神交換條件的程度，而這些條件是由該宗教組織來解釋的，宗

教獻身大致可以分為客觀的(外在的)獻身與主觀的(情感的)獻身二種。 

但是有關於彼岸報酬的宗教解釋無法被驗證，因此風險相對變高，因此人們

在尋求彼岸報酬的同時，也尋求對於彼岸報酬的保證，一般說來，個人的信心會

因為下列幾個原因而增強：其他人表現出的信心、參加宗教儀式、神跡、神祕體

驗、教士的表現。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教士的表現一項，如果教士表現出比信徒更

高的獻身，如常見的清貧、獨身等等，那麼他們將能有效的增信徒對於宗教解釋

的信心，同時，如果見證來自一個可信賴的人，則見證將更有效，尤其是見證者

不因此而獲得利益時。(Stark and Fink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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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關交換關係的討論，從跟神的交換關係出發，說明當人們尋求彼岸的

報酬時，願意支付較高的獻身，又到處尋求宗教解釋為真的保證，以確定自己的

「投資」不會白費，最後還千方百計的拖延、最小化宗教代價的支付。Stark 認

為，這並不在證明宗教的真假，而是在證明人們在宗教這件事情上，是用和處理

其他事情時相同的考慮，亦即宗教是適用於理性的，而人們也是用理性在選擇宗

教的。 

Iannaccone的第二項預設意味著有一套相對穩定的市場利基1(niche)。這完全

是引進經濟學的概念，將社會中的宗教活動視為「宗教經濟」，裡頭包括一個現

存的與濳在的信徒「市場」、一個或多個必須的宗教文化。再從興趣與喜好出發，

雖然每個人的興趣與喜好不相同，但是大致可以假設是呈拋物線分配，亦即光譜

的中間多、二端少的情況。以宗教市場來看的話，就是極端開放和極端嚴格的宗

教喜好較少，溫和的與保守的宗教喜好最多，因此根本不會有一個能夠滿足所有

人的需求的宗教。亦即，宗教市場不會自然形成一個壟斷的宗教，壟斷的宗教通

常都是靠國家的強制力，即使國家的強制力相當強烈，對於其他宗教的需求仍然

存在，只是暫時轉入地下活動，一旦國家的鎮壓減弱，這些宗教便會由地下轉回

地面。簡單的說，就是壟斷的宗教必須倚靠國家的強制力才能存在，當國家的強

制力減弱時，各種宗教將一一出現，呈現多元化的面貌，而每個宗教都會鎖定一

個利基以維持自身的存在，這才是宗教市場在不受管制的正常面貌，也才能滿足

所有人對宗教的需求。 

 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壟斷的公司因為缺乏競爭、供給面衰弱，勢必造成沒

有效率、獲利減少的情況，而壟斷的宗教則因缺乏競爭，導致信徒的宗教參與降

低，如同歐洲的例子。反之，一個自由開放、無管制的宗教市場，使宗教的供給

增加，因而產生多元、競爭的關係，促使每個宗教必須提高效率、也將使得信徒

的總體宗教參與度提高，如同美國的例子。(Stark and Finke 2000) 

 準此，一個國家的宗教市場活躍與否，端視其國家是否以國家的力量幫助特

定的宗教壟斷整個市場。當國家的力量解除，宗教市場自然會產生越來越多的宗

教以分享市場上的資源，多元化的情形因而產生。另一方面，當國家以強制力保

護特定宗教壟斷宗教市場時，宗教市場上的其他利基的需求即使未獲滿足，仍然

很難吸引新宗教成立，因為此時成立新宗教的代價相當高。但是當宗教市場成為

                                                 
1 根據Stark的定義，這裡的利基是指有共同的宗教喜好(需要、興趣和期待)的濳在的信徒區間。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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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由無管制的市場，宗教市場上呈現高度多元、競爭的狀態時，新的宗教成

立的代價雖然降低，但是因為競爭激烈，導致要成功的難度也提高了。 

在經濟學中最大化通常必須包含資本的最大化及成本的最小化，在這裡資本

可以先分成二個部分來討論，一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是宗教資本

(religious capital)。 

(一) 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由人際紐帶(interpersonal attachment)所構成，如

果人們把宗教選擇建立在人際紐帶所認同、喜好的宗教上時，即最大化

了社會資本。因此當人在選擇宗教時，會試圖保有社會資本，但是當人

們與其他宗教的人產生更強的紐帶關係時，人們就會選擇改變宗教。 

在社會資本中，婚姻和移民通常是人際紐帶轉換的原因，因為到新的地

方必須交新的朋友，結婚之後會與另一個家庭連結。而通常年紀輕的人

比較容易結婚或移民，改宗的研究也證實，十幾歲及年輕的成人較容易

改宗，移民和結婚(離婚)的時候較容易改宗。(Stark and Bainbridge 1997 ) 

(二) 宗教資本：宗教資本是由對於一個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與連結程度所構

成，因此一個人不可能把一個宗教的資本全部轉移，即使是轉移大部分

也相當困難。所以人們在做宗教選擇時，會試圖保有宗教資本，獻身的

程度越大，累積的宗教資本也越大，宗教資本越大，也越不可能改變宗

教。當要改變宗教時，人們會試圖保留最多的宗教資本，例如有基督宗

教背景的人，轉換到摩門教比轉換到印度教更能保留最多的宗教資本、

混合宗教婚姻中，通常較低獻身的一方會轉換到較高獻身一方的宗教，

如此他們才能保留最多的宗教資本。(Stark and Finke 2000) 

透過對資本的理解可以發現，人們傾向保留最大的資本，亦即當人們的資本

越大，要他們改變現況便越困難，因為他們的成本相對的也比較高。而社會資本

代表的是影響個人是否改變宗教的力量，通常，社會資本越少的越容易改變，因

此年輕人或是移民改變宗教的機率較高，宗教資本則是影響要改變成何種宗教的

力量，通常是宗教資本較少的往宗教資本較高的改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的損失

最少。而資本最大化這個概念是否也能夠用來解釋法輪功學員的改變，則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 

對於理性選擇的批評 

Spickard 對於 Iannaccone 所提的關於「理性」的基本預設抱持著懷疑與批判

的立場(Spickard 1998)。第一，他認為 Iannaccone 將理性的概念限縮為一種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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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式的工具理性，將目標視為既定的、非理性的，只重視如何藉由精密的分析

以計算出最有效率的方式來達成目標。Spickard 認為，相同的客觀行動卻可能導

因於不同的主觀動機，在主觀的層次上，人們並不僅依照工具理性行動，也可能

依照價值理性行動，即指涉高於一切的價值或是理念，而完全不顧及任何其他利

益的考量。因此可以說人們的主觀動機相當複雜，只是看起來像是在衡量利益得

失而已。其次對於 Iannaccone 第二項預設的批評是，他認為人們可能會喜歡某些

宗教活動，但是卻選擇了其他的宗教，個人偏好不總是激發宗教選擇，即使偏好

是穩定的，文化上可做的選擇會隨著時空而改變，因此理性選擇必須將選擇的可

能性納入考慮才能做更有力的論證，尤其是偏好無法被觀察或測量的，能被測量

是選擇。因此在個人的層次上只能觀察其選擇，而此選擇是建立在宗教偏好、宗

教結構及社會限制上，亦即，文化上的選擇與宗教全貌的相關性遠高於個人的偏

好，所以 Spickard 認為，應該要停止對個人的討論，而將重心放在宗教市場上。 

 最後 Spickard 認為，理性選擇模型可以用來說明宗教市場的整體結構，但是

不能以經濟學上的術語來解釋個人的思考，尤其是個人的行動總是以主觀為出

發，但是市場模型卻未能將主觀性納入討論。所以，理性選擇理論所指的理性是

宗教市場的運作模型，而不是假設有理性的社會行動者的存在。 

 另一位有名的理性選擇論批評者是 Bruce(Bruce 1999)，他認為在 Stark 的研

究中認為德國的神職人員覺得無人的教堂使他們更為輕鬆，但是換個角度來看，

史塔克身為教職人員，難道會認為沒有學生來選修他開的課程而比較輕鬆？這完

全是忽視了人們對聲望的重視。而且 Stark 已經是宗教社會學權威了，為何仍舊

要不斷發表相關的研究，但難道是因為他想藉此賺錢嗎？可見這完全是出於史塔

克自身的信念所驅使，同時需要更多的追隨者藉以建立尊嚴、自信，而難道德國

的神職人員不會有這種需求嗎？他根據 Short 對於鄉村英國教會神職人員的研究

指出，即使不考慮薪水的保障，他們仍然想獲得尊嚴，這個研究清楚顯示，他們

對於信眾的減少感到相當的困擾，並且已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對於 Bruce 來說，Stark 所指的歐洲的神職人員的行為，不但是貶低了具公

職身份的神職人員，也高估了民間的宗教生產者，同時忽略了這些民間生產者的

失能(inefficiencies)，如逃稅、欺騙顧客等行為。他指出，美國的基要主義生產者

中，透過宗教治療謊稱自己具有治療能力以販賣蛇油；電視佈道家募集給第三世

界的援助，卻將這些錢拿來支付電視廣播的費用；牧師則是利用免費的教會資

源，過著奢華的生活。正如傳統經濟學從供給面來看，競爭是好的，因為將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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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更勤奮的工作，但這忽略了欺騙的可能，在缺乏道德的規範下，競爭雖帶

來效率，卻也導致欺騙。 

 Bruce 認為，理性選擇應用在宗教中，成本與報酬無法被量化，也無法被衡

量，宗教選擇不像買玉米片一樣，可以比較品牌、價格、品質、數量來決定購買

的行為。而在宗教行為中，成本與報酬的概念就無法清楚區分，例如原本參與宗

教的時間是成本，但是隨著宗教參與程度的不同，時間成本的比重即隨之降低，

甚至宗教參與的時間不再被視為成本而被視為報酬。同時，意識型態與消費物品

不同，當美元軟弱的時候，人們能夠將資產轉換為其他貨幣來保存，難道信仰宗

教也能夠如此轉換嗎？福特汽車對於不受市場歡迎的車款會馬上將之下市，但左

派主義者發現自己的支持者離去時，並不會認為自己的理念有誤，而是用更高的

姿態來安慰自己，而小教派的成員則是用救贖以堅定自己的信仰。 

Bruce 指出，根據理性選擇的說法，教會給予信徒的報酬不能比信徒的付出

少，或者說，信徒一定認為自己的付出與得到的報酬相比是合理的。但是因為成

本與報酬無法量化、測量，所以就會得出失敗的宗教是因為成本比報酬高，而成

功的宗教是因為報酬比成本高的結論。實際上，這根本只是循環(circular)論證。 

基本上，理性選擇理論的批評者對於整體的理論無法從根本上駁斥，僅能就

理論的前提或操作的細節做挑剔，而挑剔的理由無非是出於捍衛道德與對於宗教

本身的情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Bruce 所指出的有關於理性選擇理論是一種循

環論證的觀點，而這也是將理性選擇理論應用在宗教研究時會面臨的嚴重質疑。

因為在實際的研究上，研究者無法將所謂的成本、報酬加以量化，事實上每個人

對於成本、報酬的認定也不同，所以當研究者就宗教市場中存在的宗教做研究

時，會發現每個存在於宗教市場上的宗教都占有自己的利基，同時也都是報酬大

於成本的宗教，因此這些宗教能夠存在都是很「合理」的。不過，這種從結果去

推測原因的研究很容易就會陷入一種「凡存在必合理」的陷阱，而這也是理性選

擇理論最遭人詬病的一點。 

  即便如此，將理性選擇理論應用在宗教研究中仍有其重要的價值，理性選

擇理論者將其他社會科學學門已普遍使用，甚至已是不證自明的前提，即「人是

理性的」應用在宗教研究當中，如此一來，除了推翻過去對於信仰宗教是一種無

法用理性來探討、研究的行為之外，還能夠和其他社會科學學門接軌，直接引用

其研究成果2，使宗教研究的方法瞬間寬廣許多。 

                                                 
2如Iannaccone即使用人力資本的理論來回應Spickard的質疑，他承認人們的真實選擇常常隨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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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理性選擇理論應用在法輪功的研究中，對於研究法輪功的組織與個人都能

夠有一個新的觀察面。首先是法輪功的組織，法輪功在剛傳入台灣的時候，打著

「不收禮、不收費」、「免費教功」的宣傳，宗教的色彩亦不濃厚，對於來參加的

人不留基本資料，甚至不需留姓名，對於人員的約束、管制極為寬鬆，在 Stark

的利基光譜中，屬於溫和、開放的區段，亦即對於參加者來說張力極低。但是根

據初步的觀察，從法輪功每年固定舉辦的大型戶外活動、至國外聲援法輪功等活

動來看，實際上法輪功是有相當程度的組織動員能量，再加上近年來法輪功團體

頻頻抗議中國政府的行動，可以說法輪功團體已經從一個張力極低的團體往較高

張力區段移動，對照 Stark 的研究，一般的宗教團體都是從張力較高的區段開始

發展，隨著組織的擴展，團體的張力會由較高的區段往較中間即較為溫和的區段

移動，而法輪功團體的區段移動卻和 Stark 的假設反向而行，這正好給我們一個

相當好的觀察點，觀察法輪功團體的利基區段往張力高的方向移動之後，對於整

個組織團體將產生什麼變化。 

其次，對於個人來說為什麼要參加法輪功、為什麼會固著在法輪功，這些問

題正是理性選擇理論最為擅長的部分，理性選擇理論將證明這些人不是出於迷信

或是有問題，而且出於理性思考後的選擇。特別是台灣的法輪功成員中，有一群

經濟學者對於法輪功極為熱誠、參與極深，使用理性選擇理論能夠恰當的說明為

什麼會有一群經濟學者幾乎是集體的參加法輪功。另外，對於法輪功的學員來

說，法輪功張力的變化是否將造成他們的壓力，學員對應的行為為何，也都可以

使用理性選擇理論來理解。 

值得注意的是，Stark 從宗教的供給面分析，他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宗教

市場，所以宗教的供給增加，因而形成多元、競爭的關係，進而促使美國的宗教

參與度提高。 (Stark and Finke 2000)但是由於從供給面出發的研究難度相當高，

超出本文的能力範圍，因此本文仍舊以宗教的需求面出發，而不以 Stark 較為關

注的供給面來做研究。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法輪功在台灣已有 10 年的歷史，但是學術界相關的研究並不多，以下分為

                                                                                                                                            
空改變，但是這僅限於他們參與多種類型的宗教活動時，因為學習另外一套新的宗教儀式、教義

需要額外花費時間、精力，因此在某特定宗教上已花費的時間、精力，會使得人們想長期得留下

來，因此，改宗的情形常常發生在人們還沒有在特定信仰上建立太多宗教資本的情況下，亦即，

雖然人們的真實選擇有可能因為時空而改變，但是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所擁有的宗教資本進

而產生穩定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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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論文與碩博士論文二個部分來做相關的文獻回顧。 

游謙在〈法輪功的宗教面向〉(游謙 2000)一文中，以台灣幾位修煉法輪功

的經濟學者為例，對照《轉法輪》的說法，試圖說明法輪功是否為宗教的問題。

因為這些修煉法輪功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法輪功不是宗教，也強調法輪功並非宗

教，但是游謙分析《轉法輪》與這些經濟學者的心得內容，發現他們都在說明「終

極的答案」，而這正是宗教信仰。因此，游謙認為即使剛開始去學習法輪功的人

可能只是為了「祛病健身」，但是一段時間後就會在功法上「心靈探索」，然後演

變成「拯救之道」。另外游謙提到，台灣的法輪功有一群來自經濟學界的學員，

他認為臺灣的宗教團體的成員常常都是受「社會網絡」的影響，才產生入信的機

會，這種「舉家奉道」的行為，在宗教學的研究中都已經有人提過了，並非經濟

學界特有的現象。 

楊惠南的〈法輪功與中國佛教〉 (楊惠南 2003)一文，主要是整理傳統的中

國佛教人士，在法輪功崛起之後所興起的一系列批判、論戰文章，而主要的衝突

點在於法輪功使用「法輪」、「業力」等等傳統佛教常用的詞彙，卻又加以全新的

解釋，所以傳統的佛教人士認為法輪功根本是附佛外道，另外，李洪志認為釋迦

牟尼、如來的境界並非最高，李氏自己的境界才是最高，同時李氏還批評當代佛

教的出家眾，如此一來，便引發傳統佛教人士的反擊。但楊惠南認為，佛教經論

和思想，是人類共有的「公開智慧財產」，並非佛教徒所能獨占的財產。歷代許

多佛教的高僧大德應用了它，也有許多佛教之外的人士，例如儒家和其他民間宗

教的學者、信徒，應用(批判、歪曲)了它。法輪功只是許多應用佛教經論和思想

的人士之一，即使有不忠于原典的事實，也應該尊重他的應用權，因此稱其為邪

教並不適當。 

鄭志明在〈李洪志與法輪功〉(鄭志明 2000)一文中說明，李洪志企圖用氣

功結合宗教以方便宣傳其新興宗教，而這種行為正好觸犯中國政府的大忌，因為

法輪功是從氣功治病入手，強調其功法的的超常體驗，進而發展出整套的修行實

踐方法體系，但是這類的團體恰恰就是中國政府不允許的宗教形式，因此法輪功

問題在中國成為政治問題而非宗教問題。另外，鄭志明從科學與氣功的衝突、政

治與宗教的衝突、神話與現實的衝突、佛法與功法的衝突、真假宗師的衝突六個

面向來解析法輪功的現象，他認為法輪功早已具備新興宗教的相關特質，例如創

始宗師神話的建立、以李洪志為核心的信仰團體等，同時他認為法輪功吸引人的

地方不在於佛法的部分而在於功法的部分，只是藉佛法提高傳播能量，主要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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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仍然是來自於練功的神效。最後，鄭志明認為應該將神聖歸神聖、世俗歸世俗，

不宜以政治干涉信仰，中共與法輪功的對抗事件，正好能夠提供重新思考現代社

會宗教問題的機會。 

除了期刊論文之外，還有四篇與法輪功相關的碩士論文，第一篇是《網際網

路對中國大陸政治發展的影響─以法輪功現象為例─》(陳英凱 2001)，這篇論文

是從法輪功學員在 1999 年 4 月 25 日在中南海請願的事件出發，陳英凱認為網際

網路的興起，使得中共更難控制大陸人民的行為與思想，因為隨著網際網路的發

展，中共想憑一己之力來與這種現象對抗，等於是與全球性的網際網路來對抗，

與全球性的市民社會來對抗。他認為網際網路使得法輪功組織全球化，代表著中

國大陸的市民社會透過網路而產生全球化，而網路空間的興起將使得中共的威權

統治失效，同時因應資訊社會的來臨，各種組織都將轉變為網絡化的型態，屆時

中國大陸的政治發展將朝向分權化。 

第二篇是《威權政治對宗教型非營利組織影響之研究－以錫安山與法輪功為

例》(陳穎川 2002)，陳穎川以民主化理論為基礎，分析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

由化，社會多元化的威權政治轉化過程中，對宗教型非營利組織所造成的影響。

並以台灣的錫安山和中國大陸的法輪功為研究對象，期能發現宗教型非營利組

織，在威權政治統治下所面臨的困境。他認為無論在台灣或是在中國，這些宗教

的抗爭運動都造成政府緊張因而加以取締。但是由於這些宗教型非營利組織結合

了社會運動，促使政府的威權統治加速轉化，也使該組織能達成其發展的目標。 

第三篇是《中國大陸經濟轉型時期的社會控制之研究---以法輪功事件為例》

(張仕賢 2002)，作者以 1999 年發生的法輪功事件，探討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的

大陸社會的控制方式，探究中共在處理法輪功問題的態度、方式及政策底限，與

處理其他宗教問題的立場態度有何異同，企圖了解大陸主政者在決定處理法輪功

問題時，其心中的考量與決定意志，以及未來類似問題如再發生，其可能採取的

控制方式與政策底線。 

最後一篇是《以法輪功修煉者證悟歷程對人心改變之初探》(張于芸 2004)，

張于芸以人心改變為研究主題，以三位法輪功修煉者的書及一位法輪功修煉者

的深度訪談為資料，透過詮釋現象學的方法，由法輪功修煉者在修煉過程中的

思想轉變，探索使人心根本改變的可能道路。她認為此法門使人心改變的兩個

重要關鍵因素，即是對人內心的直接觸動與使人了解精神與物質的唯一性，而

她之所以在企管研究所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組織在實務運作中遇到的各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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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課題，都離不開人的心理與行為的問題，因此各種管理理論發展都無法脫離

對人心的假設，但是真正討論人的內心思想的研究卻很少，這也是她研究的目

的。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深度訪談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筆者於 2001 年共訪問了 13 位法

輪功的學員，受訪者的取得為以下 4 個管道，第一是法輪功在2000 年 12 月 23

日至 26 日舉行亞太地區修煉心得交流會，筆者在會場隨機取得受訪者的同意，

在交流會結束之後，另行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地點做深度訪談，每位受訪人的訪

問時間大約為 2 個小時，訪問的過程在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全程錄音並且轉

錄成逐字稿。透過第一個管道找到的受訪者有案例 1、2、7、8、9、13。第二是

別人的介紹，在進行深度訪談，有一些受訪者會認為這些問題可能會有誰更有體

會，於是很熱心的為我們介紹，例如案例 7 便推薦了案例 3、4、6 為受訪者。另

一種是有人知道我們在做法輪功學員的深度訪談，於是特別介紹他認識的朋友為

受訪者，如案例 5。第三是 2001 年 11 月 19 日在文山區舉行的台北市南區的集

體學法活動，筆者同意在會場隨機取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另行與受訪者約定時

間、地點做深度訪談，有案例 11、12。第四是筆者到台北市文山區某煉功點煉

功時，隨機所尋得的受訪者，有案例 10。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如下，另可參見附錄「本文受訪者簡表」。 

管道一： 

案例 1，男性，小學畢業，1954 年生。1999 年 7 月開始接觸法輪功。當初

因為類似慢性肝炎，到附近公園運動，看到有人練法輪功，而自行接觸，當時對

法輪功沒有初步認識。對法輪功的態度，為順其自然，極其自由。練功一個星期，

身體即有反應。原本是從事旗袍製作，後來因生意不好，而改行到中正機場海關

當司機。案例 2，國小體育老師，男性，1964 年生。1999 年 8 月開始接觸法輪

功。原本煉太極拳，後來因為太極拳拳友的介紹而接觸法輪功，接觸之後就認為

法輪功是他長久以來所追求的，因而放棄太極拳，全心投入法輪功。對法輪功的

態度，非常地積極、投入，家人因為他已有多人也加入煉功的行列。當初並非有

大病才煉法輪功，因為對於身體改善的感覺並不大，反而是在心理上受法輪功影

響極大，目前有擔任煉功點負責人的工作。案例 7，1952 年生，大學中文系畢業，

因為年輕時脊椎受傷，加上懷孕造成脊椎負擔，不信任開刀治療，因而尋求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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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曾經練過某某氣功、具有商業性質的甲乙氣功（化名）等氣功。但是她

認為這些功法的療效都不究竟，療效都只能持續一段時間。後來經同練甲乙氣功

的朋友介紹，在 1997 年開始煉法輪功，在修煉的過程中，清理身體的情形非常

明顯，大約在一、二個月後，脊椎的問題就得到解決，並且在四年中沒有再復發。

家中的三個小孩也受其影響而練法輪功，並在修煉法輪功之後自動自發讀書，功

課有明顯進步，她對此事感到非常滿意及自豪。目前擔任九天班之負責人。案例

8，1961 年生，大學社教系畢業。擔任平面媒體記者的工作。1998 年經案例 4

介紹開始接觸法輪功。之前曾經接觸過別的宗教，他認為都是有形式的，而他認

為法輪功是沒有形式的，所以他覺得很自在。同時，法輪功所講的業力的觀念，

對於他的人生、處世相當有幫助。和受訪者案例 7 一樣曾練過具有昂貴收費性質

的甲乙氣功，對於健康有一定程度的改善，但是不能真正治好他的病痛，同時他

對於甲乙氣功的感覺也不好，他覺得那個太商業化了，他覺得法輪功才是真正能

夠治癒他的疾病的。案例 9，1936 年生，公用事業機構一級主管。早在 1996 年

就有親會向他介紹法輪功，但是直到 1999 年中共打壓法輪功時，他認為凡中共

打壓的都是好的，所以才真正的去了解法輪功。曾練過ｘｘ功、ｘｘ拳、ｘｘｘ

ｘｘ（一種氣功名稱），但是覺得氣不強，在某個關口上過不去。而他說法輪功

的氣極強，一下子就可以過關。以前較少注意心性的修練，但是在練法輪功之後，

較注重心性上的問題，也實際用在工作、生活上。案例 13，1967 年出生，外交

所碩士，一開始是因為先生想學法輪功，於是要她先去學然後再教給他，她的先

生在修煉之後，對於身體改變的感應非常明顯，且成為法輪功的熱情支持者，而

案例 13 在修煉法輪功之後，對於身體改變的感應並不明顯，但是她認為透過讀

書會的幫助，使她自己的心性方面轉變非常大。 

管道二： 

案例 3，1965 年生，留美碩士。1999 年 4 月開始煉功，因為在報上看到中

共打壓法輪功的消息，因好奇而自行接觸。接觸過基督教、佛教、密宗、氣功，

覺得都不能說服她，遍尋中、西醫、氣功都不能醫治的卵巢囊腫，在修煉法輪功

一天後即有改善的感覺，在一周後她認為已痊癒。現為某証券集團的法律顧問，

且是一名熱心宣傳的法輪功學員。案例 4，1951 年生，目前為開業牙醫師，是前

述的案例 7 的先生。1997 年開始接觸法輪功。自己的身體並沒有病痛，是因為

陪太太練功而接觸，在練功的過程中，對於許多人所說的「清理」身體的感覺並

不明顯，但是練功一年多之後，發現自己多年來的韌帶囊腫和香港腳痊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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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練過十幾年的氣功，但是對於該功法的效果感覺不明顯，並且對氣功老師

的感覺不好。現在是讀書會的負責人。案例 5，男性，1967 年生，目前為研究生，

基督徒。一開始是教他中醫的老師介紹他練法輪功，練功的目的在於追求特異功

能，身體並無大病，練功期間亦無特殊感應。之前就練過一些其他的氣功，法輪

功斷斷續續練了二年的時間，但是一直沒有出現特異功能。周遭有特異功能的人

接連發生不好的事，使他心生恐懼，再加上看到基督教教友所出的《衝破靈界的

黑暗》一書，使其完全放棄氣功，重回基督教。案例 6，男性，1978 年生，碩士

生。因為媽媽介紹而認識法輪功，在 1998 年開始修練法輪功。在練功期間，身

體沒有特殊的感應，只覺得精神變好，睡眠時間減少。從小就認為宇宙應該有個

更高的存在，而法輪功所說的正好能夠被他接受，所以即使身體沒有特殊反應，

仍然可以繼續練。 

管道三： 

案例 11， 1965 年出生，大學商學系畢業，任職於某金控銀行。2000 年看

到公車上的法輪功廣告，出於好奇而上網了解法輪功，曾經接觸過基督教、佛教

但是自認無法被吸引，接觸法輪功之後，認為法輪功的道理很能說服他，對於他

在工作有極大幫助，在疾病的治療上沒有特殊的經驗。案例 12，1968 年出生，

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家管。對於身心靈的東西相當感興趣，曾經接觸過佛教、

天主教，但是覺得佛教和天主教無法吸引她，曾經練過太極拳，但僅僅是把太極

拳當成運動，2000 年因為朋友的介紹開始閱讀《轉法輪》，覺得法輪功很能夠吸

引她，曾經罹患乳房纖維囊腫，經開刀切除後又復發，認為修煉法輪功之後，復

發的乳房纖維囊腫已消失，還曾到醫院複檢證實已無乳房纖維囊腫的跡象，目前

擔任煉功點的負責人。 

管道四： 

案例 10，1958 年生，大學日文系畢業，建築師事務所祕書。因罹患恐慌症，

1999 年經由居住在澳洲的友人的介紹下接觸法輪功，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

是有一般拜拜的習慣。在接觸法輪功之後，自覺恐慌症完全治癒，同時罹患多年

的關節炎、過敏性鼻炎也得到控制，認為修煉法輪功對於改善她和先生的關係、

家庭關係有極大的幫助。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使用 Stark 的分類，先將教派、分派、新派三者加以區分，同時以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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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弱為標準，釐清了教派與分派的區別。另外，依據張力的強弱將新派區分為

三類，分別是閱聽新派、顧客新派、新派運動。而在新派運動中可以再分別出張

力強弱的差異，法輪功正好符好張力中等的新派運動的分類，亦即成員獻身程度

相當高，與外在世界的張力也很高，道德教條超過外在世界，但是他們的參與仍

舊是部分的，亦即大部分的成員仍過著一般的世俗生活，如工作、結婚生子、擁

有嗜好等等。這個分類正好能夠回答法輪功是否為宗教的問題，儘管法輪功強調

自己並非宗教組織，但是透過 Stark 所建立的分類，可以幫助我們對法輪功做出

定位，筆者認為法輪功即便不是宗教，也是一個幾近成熟的宗教組織。 

在確認法輪功的角色之後，本章簡介了理性選擇理論，並且將重點著重於多

元宗教市場、交換關係、宗教資本等概念，同時也介紹了 Spickard 和 Bruce 對於

理性選擇理論的批評。本文使用理性選擇理論的原因在於 Stark 在使用理性選擇

理論處理宗教議題時，即反對宗教是非理性的或是信徒是神經病等看法，他強調

宗教是能夠用理性來處理的。這和本文的研究對象法輪功有著類似的情況，當一

個法輪功學員不看病時，人們只會覺得他們奇怪，但是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法

輪功學員認為生病是消業時，人們可能會認為他被洗腦了，但是正如前述，宗教

是可以用理性來處理的，所以本文以理性選擇理論為理論架構，試圖對於這些行

為做出解釋。所以，理性選擇理論雖然有「凡存在必合理」之譏，但是對於幫助

我們了解宗教團體的運作與個人的選擇上仍舊有巨大的貢獻。 

在台灣，有關法輪功的學術研究並不多，並且有二個特色，一是大多從法輪

功與政治的面向去了解法輪功，二是除了有一篇碩士論文以深度訪談訪問了一位

受訪者之外，其他的研究都是透過網路資料、新聞報導、法輪功的出版品這些第

二手的資料所做的研究，極少用質性研究方法取得第一手的資料所做的研究，而

本章的研究方法一節，說明本文是以深度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了 13

位法輪功學員，可說是訪問數量最多的研究。同時，本論文主要以台灣法輪功的

發展與台灣法輪功的學員為研究對象，亦是較為少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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