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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輪功學員的修煉歷程 

 

第三章是從組織的層面來了解法輪功在大陸成立的與被打壓的經過，以及法

輪功在台灣的運作方式，以理性選擇理論的角度來分析，可以理解法輪功是定位

在較開放自由的宗教利基上，法輪功組織的形式也採取較為寬鬆的管理方式，這

是全台的煉功點得以快速設立的原因，同時在各種活動採用大量的義工人力，不

設置專職的工作人員，這些措施都能夠有效的降低法輪功組織本身的固定成本，

使得法輪功能夠以最低的成本維持基本的運作。 

而本章則是要從學員的層面出發，分析法輪功學員的煉功歷程，以理性選擇

理論的角度，分別就學員加入法輪功的原因、動機；接觸法輪功的管道、途徑；

煉功後的心得、改變等面向加以探討。主要使用的材料則是田野調查的逐字稿和

參與觀察的資料。 

 

第一節  社會文化的推力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五次調查計劃執行報告》有一組

關於「氣、陰陽五行的觀念」的題組1，主要在調查民眾對於氣與五行的看法，

關於「氣」的問題，有「氣功可以幫人治病」、「在人的身體裡有氣在中間運行」、

「人的氣可經由修練而加強」、「一個人氣很旺，就百邪不侵」、「在地氣盛的地方，

樹木花草會長得很好，地方也會很興旺」，這組問題共有五個題目，除了第四個

題目「一個人氣很旺，就百邪不侵」只有 43%的人同意以外，其他四個題都有超

成五成甚至是高達六成的人相信。另外，有一個「目前科學已經證明氣功對人的

身體有益」的題目，也有超過五成的人相信這種說法。 

根據鄭志明(鄭志明 1999)的分類，在台灣的氣功大致可分為二種，一是保

健外功療法，這是最常見的衛生保健的養生術，這類的養生術多是為了追求個人

的健身延壽，因此通常帶有濃厚的功利色彩，所謂的外功多是配合呼吸與動作，

以達到治病健身的功法，通常外功也可以視為是動功，因為練習時通常是動態的

動作配合呼吸，藉以達到養生、治病的目的，此類功法源自古代的導引術，最具

代表性則是太極拳，不只是傳統上認為太極拳具有養生健身的功能，連現代的西

方醫學都肯定太極拳對於健康的功效2。而這類功法原本與宗教無關，多是屬於

                                                 
1 章英華，2000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五次調查計劃執行報告》，南港：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288-290。 
2 例如，美國《身心醫學》期刊的研究顯示，參加太極拳運動的老人在一週後，其對特定感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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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治病的方法，但是功法必須由名師傳授，由此導致不少新興宗教結社，以健

身功法為號召，用以招徠信眾、發展組織，同時將功法與宗教教義結合，形成一

套具有宗教性質的外功功法。第二種則是生理內功療法，內功主要在注重體內之

氣的修練，因此修練的過程難度較高，需要有專門的老師指導，再加上通常內功

會吸收傳統的哲學、玄學、宗教的理論，因此這類的療法通常會被宗教結社納入

其神祕體驗的一部分，因此有極濃厚的宗教色彩，生理內功實際上是建立在導引

外功的基礎上，主要在修練體內之氣，同時注重內心的修養，藉以達到養生之目

的。生理內功療法的門派林立、種類極多，但大致上可粗分為民間氣功、道教丹

功、佛教禪功三大類。(鄭志明 1999：150-152)  

這顯示了台灣社會普遍來說是相信有「氣」的存在的，同時對於氣的種種好

處與重要性抱持著肯定的看法，再加上多數人認為氣的效果是經過科學證實的，

這使得相信氣的存在以及修練氣功的行為不是一種迷信的行為，案例 1 甚至認為

修練這些的人好像都是一些教授、老師，都是很厲害的人，一般人是沒辦法練到

的。因為台灣社會對於練氣功這件事可以說已經有一個普遍的看法，所以修練者

不需要特別對人解釋何謂是氣、為什麼要練氣功，告訴別人自己在練氣功的時候

也不會有人投來異樣的眼光，甚至還有人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此想練氣功的人只需要專心的評估練氣功所要付出的代價，例如練功的時

間、學費、濳在的危險等等，不需要考慮家人、社會的眼光，亦即個人的形象不

會因為練氣功這件事而有所損失，也不會因為要面對來自外在的反對而要付出高

昂的代價，如此一來，練氣功這件事的成本便大大降低了。 

 

第二節  個人的主觀需求 

如果說，台灣的社會文化對於氣存在著普遍性的相信是一種推力的話，那麼

出自個人的主觀的需求，就是一種動機。不過這裡所指的動機，並不是說當產生

這種動機後，個人一定會主動的尋找解決的方法，而是說因著這種動機的產生，

個人才開始打開自己的「訊息接受器」，有可能主動的尋找有關的功法，或是開

始把朋友、親人、同事的介紹放在心裡。例如當案例 1 因為痛風發作，認為自己

應該去運動的時候，他才有可能注意到有法輪功的存在。又例如案例 10 之前對

於朋友所介紹的法輪功並沒有任何的想法，直到她本身發生恐慌症的時候，她才

                                                                                                                                            
源所產生的免疫細胞數量增加了 50%，而此一現象在非太極拳組身上卻看不到；也就是說，太

極拳會幫助老人增加對特定疾病的抵抗力。(http://www.trustmed.com.tw/new/home/newsin案例

o.asp?news_id=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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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想到朋友介紹的法輪功。她說：「我一個朋友告訴我說，他在澳洲學一個什

麼東西很好，結果我完全沒有印象，是等到我因為有身體狀況的時候，我問他，

他又告訴我一遍。」(案例 10：30) 

很多時候，訊息會不停的進入個人的腦袋，但是人們對於這些訊息，並不會

百分之百的做出決策或是反應，這些訊息必須等到某個時機發生的時候，才可能

被人們再度拿出來做處理，否則這些諸多的訊息仍將被繼續人們被封存。例如，

我們平常可能經常路過某些刻印行，但是一般說來並不會特別去注意刻印行的資

訊，所以當有刻印章的需求的時候，會發現明明刻印行好像到處都有，但是卻又

沒辦法很容易的找到一家印刻行。結果，當我們好不容易的找到一家刻印行並且

刻完印章之後，會發現之前一直找不到的刻印行，現在不管走到那裡我們都會很

容易的發現刻印行的存在，這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打開有關刻印行的「訊息接受器」

的緣故。 

 在本文的 13 個受訪者當中，只有 3 個(案例 1、3、11)受訪者是主動接觸法

輪功的，其餘 10 個受訪者都是經由朋友(案例 2、4、5、7、8、10、12)、親人(案

例 6、9、13)的介紹才開始接觸法輪功。 

 一般說來，當個人出現生命危機時，亦即當個人的身體或心靈呈現失衡的狀

態時，比較容易產生主觀的需求動力。以本文的受訪者為例，有 8 位受訪者可以

說是處於生命危機的，其中因為身體問題而產生動力的有案例 1、2、3 、7、8，

而因為心理原因而產生動力的有案例 10、11、12，其餘 5 位不是因為生命危機

而產生動力的受訪者中，有 3 位是因為配偶(案例 4、13)3、父母(案例 6)是法輪

功的學員因為接觸法輪功，還有 2 位是純粹為了練氣功而接觸法輪功。 

健康因素 

 因為現代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身體不舒服的困擾，同時在台灣的文化當

中，向來對於氣或氣功有一種肯定的認知，根據《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

劃第三期第五次調查計劃執行報告》的調查，有 3.2%的人在遇到難以治療的病

症會尋求氣功師的幫助，有 53.4%的人認為氣功對人體有益(章英華 2000：298)，

由此可見，當人的身體出現健康問題時，民眾會企圖尋求氣功的治療或是預防疾

療的發生也是可以預料的。更何況，法輪功雖然自認為不是氣功，但是在外人看

來，法輪功和氣功並沒有很大的差異。 

一開始，筆者以為這會是多數人加入法輪功的主要原因，因為法輪功在宣傳

                                                 
3 案例 4 與案例 7 是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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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宣稱法輪功是真正能夠醫治身心問題的功法，在法輪功的官方網站上有許

多心得分享的文章都說之所以會開始接觸法輪功，都是因為自身的健康因素。這

裡所指的健康因素並非特指很嚴重的疾病，而是泛指所有影響個人身體狀態的因

素，例如現代人經常出現的頭痛、腰酸背痛等文明病也包括在內。 

 但是，從本文的受訪者來看，真正因為健康因素而接觸法輪功的，只有 5

位，只占了所有受訪者中的不到四成的比例。在這 5 位受訪者中，案例 1 是因為

痛風而想要培養運動的習慣，在自家附近的公園嘗試過慢跑和太極拳，但都是自

覺太困難且沒有恆心而作罷，後來接觸法輪功的時候，本來因為法輪功的煉功時

間太早，他覺得這可能也沒辦法去煉，結果接連著幾天都比預定的時間早起，於

是他才開始煉法輪功。案例 2 一開始是因為健康因素而練太極拳，後來因為朋友

的介紹而接觸法輪功，他認為法輪功比太極拳更能解決健康問題，同時更能提升

人的心靈層次。 

 案例 3、7 、8 都是有氣功體驗的，案例 3 因為卵巢囊腫，遍尋西、中醫都

無法治癒，因此轉而尋求氣功師的治療，但是仍無法治癒，後來發生法輪功在中

南海抗議的事件，在好奇心的帶領下自行聯絡新聞上所登記電話，開始接觸法輪

功。案例 7、案例 8 是認識的朋友4，案例 7 因為脊椎方面的病痛遍尋醫療，但

是都沒有得到滿意的治療，後來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練甲乙氣功5，她自己覺得

氣功一開始有效，但是效果很短暫，脊椎的問題還是會復發，後來在另一位也是

練甲乙氣功的朋友的介紹下，開始接觸法輪功。案例 8 在案例 4 的介紹下，也去

練甲乙氣功，他認為有練的時候身體就好一點，停下來的話身體又變差一點，無

法真正讓身體變好，後來同樣在案例 4 的介紹下，他開始接觸法輪功。 

心理因素 

 案例 10、11、12 是明確說明他們不是因為健康因素而接觸法輪功的，占了

總受訪者的二成，這個比例是出乎筆者意料之外的，因為筆者原本假設絕大多數

的人都是因為法輪功能夠治病而接觸法輪功，但是實際上，如果把因為心理因素

的 3 位受訪者加上不是因為生命危機而接觸的 5 位受訪者，那麼就有超過 5 成的

人不是因為健康因素而接觸法輪功的，這個比例使得筆者必須重新思考原本的假

設。 

 案例 10 是職業婦女，家庭與工作的壓力使她罹患恐慌症，她因為不願意長

                                                 
4 這是巧合，案例 7、案例 8 都是隨機尋找的受訪者，但是在訪問中才發現他們原本就相識。 
5 甲乙氣功為化名，案例 7 於受訪時表示不希望將以前練的氣功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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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服用治療的藥物，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購買《轉法輪》一書開始接觸法輪

功。案例 11 是因為看到公車上的法輪功的廣告，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瀏覽了法

輪功的官方網站，發現所有的資料都可以從網站上下載，還強調免費教功，好奇

之心更盛，因此開始接觸法輪功，在接觸法輪功的初期，他合夥的網路公司因為

網路泡沫的關係必須解散，他認為因為有法輪功使他處理的很好。案例 12 從小

就對追求身心靈的事物有興趣，在生產後因為照顧新生兒的關係，使她覺得壓力

很大，此時正好有朋友向她介紹法輪功同時送她一本《轉法輪》，她覺得法輪功

就是她想追求的，因此開始接觸法輪功。 

其他 

案例 4、5、6、9、13 都不是因為生命危機而接觸法輪功的。案例 4 是因為

配偶(案例 7)的關係而接觸，他因為配偶的關係也曾經練過甲乙氣功，後來隨著

配偶改煉法輪功，他也跟著煉法輪功。案例 5 是因為學習中醫，他認為中醫要幫

人針灸，所以要練氣功比較能夠發揮針灸的效果，後來在中醫老師的推薦下開始

接觸法輪功。案例 6 的母親因為健康因素而修煉法輪功，覺得效果非常好，因為

非常推薦案例 6 也學習法輪功，案例 6 因為母親的關係，同時覺得法輪功也沒什

麼不好的，所以便開始接觸法輪功。案例 9 曾經練過長時間的外丹功，卻總覺得

體內的氣無法衝過某些穴道，後來在報紙上看到中共鎮壓法輪功的消息，才想起

侄女曾經送他《轉法輪》，於是因為好奇心就拿出來看，同時開始接觸法輪功。

案例 13 是因為她的先生想學法輪功卻又沒有時間，於是要她先去了解一下資

訊，同時把五套功法學下來教給他，案例 13 原本對於法輪功沒有特別的興趣，

但是後來因為先生相當投入，於是後來因為先生的關係，才開始真正接觸法輪功。 

 

第三節  接觸法輪功的途徑 

本文共有 13 位受訪者，有 10 個受訪者(案例 2、4、5、6、7、8、9、10、12、

13)提到他們是因為有人介紹所以接觸到法輪功，進而成為法輪功的學員。有 1

位受訪者(案例 11)是看到公車廣告，再透過網際網路接觸到法輪功的資訊，進而

成為法輪功的學員。還有 2 位受訪者(案例 3、9)是因為新聞報導中共鎮壓法輪功，

因而對法輪功產生好奇心，經接觸後成為法輪功的學員，還有 1 位受訪者(案例

1)是自行到住家附近的煉功點接觸法輪功，進而成為法輪功的學員。由此可見，

法輪功的傳播方式雖然多，但是人際網絡還是最重要並且最有效的傳播管道，。

例如案例 10 認為「如果談到法輪功、介紹法輪功的這個人不是那麼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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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可能走的又是另外一條路」。而這也符合台灣的宗教社會學者所做的研究。

(林本炫 1999) 

人際網絡 

 進一步分析這 10 位受訪者的人際網絡可以發現有幾個類型，1.親戚網絡：

所謂親戚又可分為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其他等四個類型，而親戚關係的密切

程度，則是影響親戚網絡的關鍵。大體來說，親戚網絡通常是一般人接觸宗教的

主要管道。(林本炫 1998：141)但是在筆者的訪問當中，只有 3 位受訪者是透過

親戚網絡而接觸法輪功的，一位是案例 6，他是因為母親的影響而接受法輪功

的，案例 4、13 都是因為配偶的關係而接受法輪功的。62.朋友網絡：透過朋友

介紹的有三位，分別是案例 2、10、12。3.功友網絡：有三位受訪者指出他們是

因為功友的介紹而接觸法輪功的，分別是案例 7、8，所謂的功友是指因為共同

練某個功而認識的朋友，然後有人接觸到法輪功認為法輪功比原來的練的功好，

因此回來推薦給別人。4.其他網絡：案例 5 有練氣功的需求，因而去請教一位並

不甚熟的中醫師前輩，因為這位前輩的介紹，他因而接觸法輪功。 

 由此可知，人際網絡的傳播是法輪功主要的傳播方式，其中朋友網絡與功友

網絡則是人際網絡中主要的二個管道。這裡將朋友網絡與功友網絡分開討論，主

要是著眼於二者認識的方式不同，功友是特指「在練功時所認識的朋友」，案例

11 對於功友的說明最為典型、清楚： 

 

 我們對彼此的認識，那是比點頭之交這四個字要深刻多了，但你又問說我們

是不是平常常常就聚在一起啊吃飯聊天，完全沒有，又不做這個。甚至我很

多人根本不知道他們名字，那一看到他就知道他他是我們同修，那感情呢比

什麼都好。…我只要碰到他們，那感覺就像是，有時候說的不好聽就，是說

比自己的太太，自己的那個其他的同學那感情都還好，但你問我跟他有什麼

關係，平常有什麼？都沒有交往，但是只要碰到那一剎那，我們就像兄弟姐

妹一樣。(案例 11：24) 

 

「我原來在甲乙氣功的同學，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就寄了這個轉法輪這本書

給我，說這是他所認為最高層的書。因為他以前非常認真，他從初級、中級、高

                                                 
6 個案十三是因為先生的關係而接觸法輪功的，而筆者雖然沒有訪問到個案十三的先生，但是從

個案十三的訪問當中得知，她的先生是透過網際網路接觸到法輪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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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甚麼課，再高級的他都上了，他也花了很多錢，他都上了，可是他一直覺得

他有一些突破不了，他就是到一個瓶頸突破不了，但是當他接觸到法輪功的時

候，他發現，哇，他整個突破了，…這個同學他認為說，這個能突破、那麼好的

東西，所以他就寄給我。那我看了以後發現，欸，這裡面很多的問題的確是我原

來有疑問而得不到答案的。」(案例 6：7)「就這樣子懵懵懂懂的學了幾年氣功之

後，以前介紹我去學這個氣功的是一位姓沈的牙科醫生，後來他自己又學了法輪

功，後來他拿了一本轉法輪這本書，要給我們看，…我就開始看，大概一本書四

百多頁，我花了兩個晚上，就把它看完，開始學這個功法的的原因就是沈醫師的

介紹。」(案例 8：3)從以上二位受訪者的訪談可以看出，對於已經有接觸氣功的

人來說，功友之間的介紹是較為有效的，特別是當介紹者本身已經「試用」過證

實有效之後，對於被介紹者來說更是一個有效的保證，可以省去自己做評估的工

夫，所以當被介紹人本身對於自己所練的氣功已經產生疑問的時候，這時候功友

的推薦就很容易被接受。 

由此可見，功友和一般的朋友是大不相同的，二者認識的方式、相處的方式

都大不相同，也因此信賴層面與程度都不相同，必須分開來討論。 

 親戚網絡在法輪功的傳播網絡上不是主要管道，甚至還是相對弱勢的管道，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筆者推測，因為法輪功引進台灣的時間並不算長，因

此法輪功的學員都還是第一代的學員。不過，法輪功透過親戚網絡來傳播的方式

已經開始展開，就筆者的受訪對象當中，有 11 位受訪者，分別是案例 1、2、3、

4、6、7、8、9、10、11、12 曾經向家人、親戚介紹過法輪功，而成功的使親戚

成為法輪功學員的則有 6 位，包括案例 2、3、7、8、11、12。其中介紹給配偶

的是案例 7、8、12，介紹給父母的有案例 2、11。值得注意的是法輪功的親戚網

絡向下發展的情況，如案例 6 所說的「像我們這種青年學子願意練下去，通常也

是家裡有人練，通常他們家裡都會有人在練」(案例 6：14)。而上述的 6 位受訪

者，有 2 個家庭成功的將法輪功介紹給自己的小孩。(案例 7、8)。而案例 10 則

是則是將法輪功介紹給辦公室的同事。 

 但是，並非所有的介紹都會成功，在上述的受訪者當中，有案例 1、10 在向

家人的推薦時失敗。如案例 1 提到： 

 

那個《轉法輪》裡面有講，要緣分啦。你像我們家只有我一個人煉，我太太

也不煉，我小孩也不煉，你跟他們講，他們不煉，他們也不相信，他不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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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啦，他他們的想法我不知道是怎麼樣啦，可能他們的心態跟我以前那時

候的心態是一樣的啦，可是他們沒有接觸就，就沒辦法那個，那我一直想要

介紹給他們，讓他們來參，就是接觸這個法，可是他們就是，沒有，沒有，

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接受的。(案例 1：11) 

 

又如案例 10： 

 

不過好像要他得法，我覺得我還要努力，呵呵。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因為我

先生他、他也是博士班畢業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可能在高知識份子裡面，他

們很，我想我們師父的很多法理，可能一般的人會跟，會用一種比較求知識

的那種態度，覺得跟自己以前的理念可能會差異蠻大的，用這樣的心態去看

這樣子。(案例 10：16) 

 

 從上述的二個例子來看，法輪功的學員在接觸法輪功之後，多數都會向自己

的親戚介紹法輪功，但是他們介紹的方式是屬於一種較為溫合、不急切的方式，

而且即使被介紹的親戚興趣不高，他們也不會用緊迫盯人或強迫推銷的方式，一

定要把這個功法推銷出去。因此，在筆者的訪談的例子當中，並沒有為了介紹法

輪功而造成人際關係緊張的例子。 

煉功點 

 每天早上、晚上的煉功，是法輪功學員除了讀法以外最重要的活動。全台共

有近千個煉功點，分布於學校、公園、廣場，甚至是位於公司行號，這是法輪功

被一般人「看見」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因為法輪功的學員在公開的場合煉功，一

般人很容易看到。 

 法輪功的煉功點在遇到有人來詢問的時候，通常是由較資深的學員來回應，

如果來詢問的人有空的話，該學員會立即教授他五套功法的動作。但是多數的煉

功點都是在清晨或傍晚煉功，這個時間多數的人都要趕著上班或是趕著回家，因

此較少有人到公園去，而且這個時間到公園去的人通常都是有要從事的活動的

人，所以會去詢問的人應該不多。再加上這樣的接觸對於有的人來說，其實會有

相當大的壓力，因為現代人對於與陌生人的面對面接觸較容易有戒心，於是學員

越是熱心、主動，越是容易把來詢問的人嚇跑。 

因此，從本文的調查可以看出，煉功點顯然不是法輪功學員接觸法輪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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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道，在 13 位受訪者中，只有案例 1 是因為在住家附近的公園看到有人在煉

法輪功，他上前去詢問正在煉功的學員，經由法輪功學員的介紹，在隔天去參加

煉功，進而閱讀《轉法輪》，接著開始全面修煉法輪功，與煉功點的數量相較，

這樣的比例明顯的偏低。 

案例 1 是小學畢業，在海關擔任司機的工作，因為有痛風的關係所以想要做

一些運動來改善身體，他嘗試過慢跑，但是因為覺得跑不動因此只持續幾天就放

棄了，他本來在同一個公園見到有人在練太極拳，他覺得練太極拳也蠻好的，但

是他覺得太極拳好像很難，自己應該沒辦法練成，於是就沒有去練。但是當他去

詢問正在煉功的學員時，有個學員當場就教他五套功法，案例 1 說「因為動作很

簡單啦，大概今天教你，大部分的動作你都會了，細部的一些小動作，你大概自

己要慢慢煉。」(案例 1：8)案例 1 是因為住在公園附近，加上因為工作的關係必

須清晨出門，才能碰上煉功點的時間，再加上因為法輪功學員的當場教授五套功

法的動作，讓他覺得功法很簡單，否則單單是在旁邊看的話，他可能又會覺得動

作很難而打退堂鼓。 

但是相同的情況對照在案例 11 可以發現，案例 11 雖然是從網路認識法輪功

的，但是他在得知有煉功點之後，他曾經到煉功點去觀察過，但是他到煉功點去

之後，有老學員要去教他的五套功法，他認為「這東西你不用教我，我不想跟人

之間有瓜葛，我只想觀察觀察…主要的原因是他不要被綁住，怕接觸了之後外務

會很多，一下要你這個，又要你那個，就會變成好像很不自由，活動會受到限制」

(案例 11：2)。因為案例 11 認為他自己的語文能力、表達能力很好，他擔心如果

貿然的與法輪功學員接觸而加入法輪功的話，可能會被賦予一些額外的工作，而

且可能會被這些無形的壓力捆綁，而無法「保持自由之身」。 

比較案例 1 與案例 11 可以發現，雖然煉功點對待他們的態度是一樣的，都

是由老學員主動招呼，並且要教授五套功法。但是對於案例 1 來說，煉功點的舉

動，降低了他對於法輪功的恐懼，同時在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就開始煉五套功法，

案例 1 發現功法的難度並不高，因此提高了他繼續接觸法輪功的意願。而案例

11 雖然已經透過網路認識法輪功，也大致清楚煉功點的運作，但是當他遇到老

學員的主動接觸，不論是在內心的想法或外在的行為上都明顯的透露出警戒的意

味，甚至直接拒絕老學員所提供的幫助。 

案例 1 是小學畢業的司機，本身又沒有特定的信仰，因此年齡雖然較大，但

是對自己沒有很大的自信，這可以從前面的引述中發現，因此社會資本並不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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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案例 11 是台大畢業，在某金控銀行工作，雖然沒有特定的信仰，但是

在訪談中可以感受其身為一個台大畢業的知識份子的自覺，相對案例 1 而言，案

例 11 的社會資本可以說是比較高的，因此，案例 11 在和法輪功接觸的時候，一

直保持著相當高的警戒心，除了害怕被詐財，也擔心被團體強加以額外的工作，

回到之前 Stark 所提的社會資本的概念，社會資本較高的人，在選擇宗教的時候

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高，這正可以說明，何以案例 1 能夠透過在公園的煉功點而

加入法輪功，而案例 11 不能的原因。 

電腦網路 

 法輪功在宣傳上使用了相當豐富的數位資料，同時將這些數位資料都放上網

路，架設了不只一個網站，而且在各種宣傳品上都印上了法輪功的網址，因此現

代的電腦使用者很容易便可以找到法輪功的網站及其資訊。 

 本文的受訪者中有一位是經由電腦網路接觸法輪功的，受訪者案例 11 看到

法輪功在公車車廂上的廣告，覺得法輪功居然能夠打這麼大的廣告，而且還印上

網址，於是他就特地去法輪功的網站上看，而且發現網站上有大量的免費的資

訊，甚至連《轉法輪》等各種經文都能夠下載到，於是打消他原來認為法輪功有

可能會騙錢的想法，進而參加法輪功。 

新聞事件 

 台灣的新聞經常出現中共鎮壓法輪功或是海外法輪功人士抗議中共鎮壓的

消息，而這類的報導總會引起部分民眾的好奇心，因而興起想去看看的念頭。案

例 3 是在報上看到大陸的法輪功學員在中南海請願的消息，她發現報導上說在請

願活動結束後地上居然沒有任何垃圾，她覺得非常的不可思議因而興起想要去認

識的心理，於是通過報上的報導找到台灣的法輪功的聯絡人，進而開始修煉法輪

功。案例 9 的侄女在多年前就曾向他介紹法輪功，但是他並沒有認真的去了解，

直到後來看到法輪功被鎮壓的報導才又想起法輪功，他認為「凡是中共鎮壓的，

都是好的」，基於這個理由，他開始認真的去了解法輪功，進而參加法輪功。 

 值得注意的是，法輪功在自從 1995 年開始在台灣傳播，已經超過十年，民

眾對於法輪功已不再具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此，這個接觸的途徑應該會隨著法

輪功在台灣傳播時間的加長而逐漸消失。 

 

第四節  法輪功的傳教態度 

一般說來，法輪功的學員對於傳教(或者說是宣傳法輪功)這件事，其實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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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算是太積極，相較於一般的宗教會有計畫地進行宣教的活動，甚至有些宗教直

接就將傳教視為一個重要且有功德的活動，法輪功的宣傳活動相對地就相當的低

調。 

例如案例 10 之所以接觸法輪功是因為她的朋友在澳洲學了法輪功，覺得非

常好，於是向她介紹，但是她之前不以為意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後

來案例 10 因為心理壓力而引發「恐慌症」，她才又想起朋友曾經提過的法輪功，

於是她又打電話向朋友詢問，但是該位朋友人在澳洲，所以她的朋友透過網路查

詢了案例 10 住家附近的煉功點，然後告訴案例 10 可以過去看看。因此案例 10

便到附近的煉功點去看看，而因為案例 10 一開始完全沒有概念，她還跑到香功

的練功的地方去詢問。 

 而她找到法輪功的煉功點之後，煉功點的負責人便教她五套功法，而她因為

是心理上的問題，案例 10 便詢問煉功點的負責人是否有類似其他宗教的護身符

可以佩帶，結果該負責人就告訴她可以去書局買《轉法輪》來看就可以有很好的

效果。所以她就去書局買了《轉法輪》來閱讀。 

 從案例 10 的例子可以看到，法輪功的學員對於宣傳法輪功這件事並不是非

常的積極，例如她的朋友第一次告訴她法輪功的消息之後，並沒有繼續追蹤她是

否有去練、或是得知她沒有去練之後，更加努力地說服她去練法輪功。而法輪功

的煉功點也沒有佈置的非常顯眼，因此案例 10 第一次去找法輪功的煉功點才會

發生找錯的情況。另外，煉功點的負責人對於案例 10 的參觀與詢問，並沒有先

詢問案例 10 的基本資料或任何問題，就先教她練習五套功法，同時對於介紹案

例 10 閱讀《轉法輪》的態度也是聽憑自然，絲毫沒有強迫推銷的意思。這一點

和筆者個人的經驗非常相似，筆者第一次到位於台北市文山區的一個煉功點去詢

問的時候，煉功點的負責人也是以一種親切但不急切的態度來對待，他相當親切

的教導筆者五套功法的動作，但是過程完全沒有詢問筆者的個人資料，也沒有很

積極的要求我應該要繼續去煉，就筆者個人來說，我在煉功點是沒有感受到壓力

的。 

 這樣的傳教的態度，乍看之下非常的沒有效率，因為法輪功免費的教授五套

功法，但是並不要求初學者必須加入，也不留下初學者的資料，對於組織來說，

這樣的作法是只有付出而沒有任何的回收，其實是件虧本的行為。但是因為這件

事情是分散至全國各地的煉功點，所以每個煉功點會遇到的初學者便不至於太

多，再加上每個煉功點都有老學員可以義務的來承擔教授五套功法的責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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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老學員所需要付出的代價便相當小。亦即，雖然這件事是一筆虧錢的買賣，

但是因為是由全國所有的煉功點與老學員所共同吸收、負擔，所以對於法輪功組

織而言，免費教功的行為便不至於造成損失。 

但是對於初次去了解法輪功的人而言，這種免費教功以及不留資料的行為，

可以說大大的降低了初學者的成本，這使得願意去了解法輪功的人增加，因為免

費教功的標榜可以讓初學者不必擔心被詐財的可能性，而不留個人資料的行為則

是讓初學者不必擔心日後被強力推銷的憂慮，這二種作法都能夠有效的降低初學

者的心理壓力，增加他們的接觸意願。 

推薦者的影響 

法輪功做一個新興的氣功團體，或者是新興的宗教團體，在宣傳、招募新成

員的方面，首先就會面臨民眾因為認識不足以致於信任程度不足的問題，再加上

中共持續取締中國的法輪功，並且整理了大量的指控法輪功為邪教的資料，而各

國的法輪功信徒為了反制中國的鎮壓，則不停的上街頭抗議。中共鎮壓、學員抗

議類似的戲碼一再上演，也增加了新成員加入的疑慮。 

 

我先生沒有練，那他剛開始會比較反對，因為他不瞭解法輪功，然後那時候

中共一直在報導鎮壓的事情，他不曉得這個到底是好、是不好，然後他很怕

我誤入歧途…那可能剛開始他還會覺得說你去，你不可以帶孩子去。(案例

10：16-17) 

 

案例 10 是一個相當典型的例子，她在修煉法輪功的時候，必須先面對中共

認定法輪功是邪教的指控，她必須先說服自己然後再說服家人。因為是好朋友介

紹的關係，所以她很信任法輪功並不會有問題，至於向家人解釋的方面，她採取

一種消極的解釋，亦即不對此一事件做解釋，而傾向以自身的改變與表現做為一

種說明，同時將來自於家人的阻力視為一種修煉的磨煉，認為自己必須成功地通

過這個考驗才能算是真正的修煉人。 

 又如案例 11： 

 

 我想你可能掙不到我一毛錢，所以我想把你書全部看完，不給你一分錢，換

句話講你即使想斂財，你也斂不到我的財，…，它幾乎所有的書都上網路，

沒一本說很保留的，噯！說你看了這一本，對不起！如果想看，那你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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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沒有一本書保留，甚至於包括我們講剛剛講叫練功，練功那一段，那

一段我們有錄影，如果你頻寬夠寬，你可以全部 download 下來，你就自己

看自己練。…即便我剛剛講又去過練功點，又去了讀書會，都沒有人跟我要

過一毛錢，也沒有人跟我提到說要加入要把名字提供出來。(案例 11:3) 

 

 案例 11 的態度則是另一種典型，他一開始面對法輪功的態度是屬於較為質

疑、敵對的，傾向將法輪功視為是懷有某種目的、企圖的團體，案例 11 利用網

路去了解法輪功，同時到煉功點去偷偷的觀察，在小心的檢驗、求證之後，發覺

法輪功的確不是一個懷有詐騙意圖的團體，他才真正到煉功點煉功、參加九天

班，正式開始修煉法輪功。 

 受訪者案例 10 與受訪者案例 11 各代表一種法輪功新學員的典型，案例 10

透過好朋友的介紹認識法輪功，因為有好朋友的「背書」，因此案例 10 一開始就

相信法輪功算是一個好的團體。而受訪者案例 11 是自己主動去接觸法輪功的，

並沒有透過任何人的介紹，少了熟人的背書，他首先必須面對各種對於法輪功的

指控，接著判斷法輪功是不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團體，於是受訪者案例 11 瀏覽法

輪功的網站、實地觀察煉功點，才終於確定法輪功並不是一個騙人、騙錢的團體，

才進一步地參加法輪功。當然也不是每一個自己來參加法輪功的學員都經過如此

繁瑣的手續，案例 01 是自行到住家附近的煉功點接觸，經其他學員介紹之後就

參加法輪功，並沒有經過特別的查證或檢驗的過程。 

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為應該是和參加者個人的背景與資源有關，受訪者案例

11 與受訪者案例 01 相比，案例 11 的教育程度與世俗的社經地位要比案例 01 來

得高，因此案例 11 在加入新興宗教時所負擔的風險也較高，因此勢必經過較長、

較多的考慮時間。 

Stark 認為，宗教解釋無法被驗證，因此風險相對變高，他認為個人的信心

必須由其他人表現出的信心、參加宗教儀式、神跡、神祕體驗、教士的表現等方

面來獲得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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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述的人際網絡分析來看，介紹者與被介紹者的人際緊密度可以說是是能

否介紹成功的關鍵，所謂的人際緊密度其實又牽涉到介紹者的可信賴度，通常關

係越緊密者，其可信賴程度越高。當然在不同的場合所建立的人際關係會有不同

的信賴程度。上述的親戚關係是母子關係、夫婦關係，其緊密關係當然毋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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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最緊密的一級，但這並不意味著親戚關係的推薦就一定會成功，這一點在

前面已經談過。有三位受訪者是因為朋友網絡而接觸法輪功的，案例 10 認為「是

很交心的朋友」、案例 13 認為是「蠻親近的朋友」。同時她們都認為，如果不是

這麼認識的朋友的介紹，她們很可能不會想去接觸法輪功，案例 2 則是因為同事

的哥哥介紹而接觸法輪功。有 2 個受訪者是因為功友網絡而接觸法輪功的，案例

4 和案例 7 是夫婦，他們在接觸法輪功之前就練過甲乙氣功，而案例 8 則在案例

4 的介紹下也練過甲乙氣功。介紹者 Y 則是和案例 7 在甲乙氣功認識的功友，據

案例 4 的說法是「介紹者 Y 是台灣話說的『人格者』，她講的話我有百分之九十

以上應該要相信」，而介紹者 Y 在煉了法輪功之後，即把法輪功介紹給當時仍然

在練甲乙氣功的案例 4 和案例 7 夫婦，他們在煉了法輪功之後，再將法輪功介紹

給案例 8。而案例 5 原本就是想要修練氣功以提升針灸的效果，才會去找該位不

甚熟識的中醫師前輩，因此該位前輩介紹他練法輪功之後，案例 5 就開始修練法

輪功。 

而主動去接觸法輪功的人，因為法輪功沒有神職人員，所以個人只能接觸到

其他的法輪功學員，案例 3 說「我跟法輪功在第一天接觸的結果，我發現說這群

人還真的很和平很善良，當時教功的那位洪先生，他看起來就是他真的是想義務

的把這個功法告訴大家」(案例 3：2)這是法輪功學員給她的第一印象，也就是這

個好的第一印象，案例 3 才會繼續的煉下去。 

綜上所述，因為宗教類的商品是有風險性的，所以一般人傾向尋求保證以減

低商品的風險，而來自人際網絡的保證便成為最容易被信賴的保證，推薦者與被

推薦者的關係影響了保證的可信度，推薦者的人格表現、社經地位也能夠加強自

身推薦的份量，而同練一種功的功友，因為彼此了解需求與表現，因此來自功友

的推薦通常效果宏大且影響深遠。 

決定接受的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一開始雖然是因為健康因素、心理因素、人際網絡而接觸法

輪功的，但是最後他們之所以決定接受法輪功，成為法輪功的學員，其實是經過

一番深思熟慮與盤算的。 

 法輪功是一個新興的宗教團體，再加上中國鎮壓法輪功的消息經常見報，因

此一般民眾對於法輪功是有疑慮的，例如受訪者案例 10 剛開始在煉法輪功的時

候，她的先生雖然不便反對她來修煉法輪功，但是希望她不要帶小孩去煉，因為

她的先生怕她會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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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訪者案例 10 認為： 

 

 其實師父他沒有要你一分一毫，然後你今天你也不必要你付出任何的那個，

你、你只去練功點練功，你如果覺得你被騙了，你被騙了什麼？你損失了什

麼嗎？你金錢有損失嗎？你身體不是本來就在痛嗎？(案例 10:8) 

 

 而這樣的思考方式，則是流行於法輪功的學員當中，他們認為法輪功既沒有

收錢、也沒有收禮、也沒有拜師的儀式，那麼又有什麼可以被騙的、又有什麼可

損失的呢？ 

 受訪者案例 04 是這麼認為的： 

 

 學這個法輪功，第一它不要花錢，第二也不用拜師，不必擔心被受騙。第三

你煉這個功，這個五套功法對你身體就有健康。…這書本上所要求的就是你要做

一個好人，好人中的好人，一切都向內求，求自己，那這個套句我們現在術語來

講，就說 EQ，EQ 就很高嘛…在哪一方面都會受人家歡迎嘛，你能夠真的能做

到這個地方，對你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嘛…你只要修煉這個法輪功，師父就會

幫你排除一切干擾，…不論這些東西是真是假，假如說是假的、騙你的你也沒什

麼損失嘛，…你第一個心性好，第二個本身又可以健康嘛，沒有損失，那反過來

講，假如這些都是真的話呢，那不是賺到了（卯死了），世界上哪有什麼這麼好

的事，那時候是用這種心、這種心去進入的，完全是覺得這個對我只有好處，沒

有壞處，那種私心慢慢進入。(案例 4:5-6) 

 

很明顯的，剛入門的法輪功學員，認為修煉法輪功是一件本小利大，是一

件很「賺」的事。因為法輪功不收禮、不收費，所以不會被騙，也就是說成本很

低。但是根據法輪功的說法，法輪功能夠清淨身體(消除病痛)、排除意外、疾病

的發生，即使只把法輪功當運動來做，也能夠有強身健體的功效，也就是說收益

很高。所以對他們來說，修煉法輪功的成本很低而利潤極高，這對參加者來說簡

直是穩賺不賠的買賣，是相當合算的。 

另一方面，對初學者來說，如果修煉的效果如何還不清楚(利益不明)，卻已

經要交很多錢或分配很多職務(成本高)，這樣一來，的確會影響初學者的意願。 

受訪者案例 11 在加入法輪功之前，就有以下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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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組織與團體，就是你如果是有本事的，或者說你有某些特長的，你很可

能就會被要求嘛，這很自然的，它也不一定是邪也不一定是壞，它會希望你你能

不能就是為這個組織啊，就是做一點貢獻，所以當時會這種排斥嘛，…就是說會

就是說無形中的給你一點壓力，噯，你是不是能夠承擔這些一下，那有時候我們

會想說，哎呀，我這個我這個修練只是附帶的嘛，這我是不是能夠還是保持自由

之身哪，然後繼續修練同時不受這些影響(案例 11:18) 

 

 基於這個顧慮，受訪者案例 11 採取的對策是從旁觀察，案例 11 不論在煉功

點或是讀書會，都盡量與其他人維持一定的距離，以免承擔過多的責任或是受到

太大的限制，經過了幾個月的觀察，他才確認法輪功的傳授的確是不收禮、不收

費的，也不會要求任何人承擔工作，同時在這段觀察的過程中，他發現他透過網

路所閱讀的法輪功的書籍和其他法輪功學員是完全相同的，亦即他發現法輪功並

沒有額外交錢才能讀的書或是練的功法，因此他才放心的開始加入煉功點煉功及

讀書會的學法活動。 

 理性選擇理論已經清楚說明，接受新興宗教的人並非是不理性的，或是被洗

腦的，這些接受新興宗教的人其實都是經過理性的計算之後，才會接受新興宗

教。使用理性選擇理論來分析這個情況，透過成本與收益的考量，可以說法輪功

的學員認為加入法輪功是一筆「好交易」，也就是說加入法輪功是收益高於成本

的行為。這裡所指的成本包括有形的成本與無形的成本，當然收益也收括有形的

收益與無形的收益。從前述的三位受訪者的引述來看，可以發現本文的受訪者其

實都是經過計算的，例如不會被騙錢是他們共同的考慮，其他的考慮層面還包括

身體會不會被搞壞、會不會違反社會習慣、需不需要負擔許多責任等等。他們是

在評估過這些層面之後，認為法輪功很好，所以才加入的。 

 法輪功不收禮、不收費的標榜，免去了參加者的有形成本，但是通常加入一

個新興的團體，往往無形的成本要高於有形的成本。因為參加者對於新興的團體

不夠了解，所以濳在的風險要高於那些已被熟知的團體。而修煉法輪功的無形成

本包括了需不需要拜師、身體會不會被搞壞、會不會違反社會習慣、需不需要負

擔許多責任等等，當然無形的成本根據不同的人會有不同的考量。而根據受訪者

的考量，法輪功不需要拜師、沒有拜師的儀式；身體本來就已經有病痛，因此也

不會再有問題；法輪功的教義是真善忍、做個好人，因此也沒有違反社會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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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修煉法輪功沒有名冊，想煉就來、想走就走，不會有強加的責任。也就是

說，對三位受訪者來說，法輪功不論是在有形的成本或是無形的成本都是相當低

的。在收益方面，正如案例 4 所說的，法輪功有能夠幫助身體健康的五套功法，

幫助學員成為一個好人，師父還會幫學員重新安排命運，如果這是真的，就「卯

死了」。 

 

第五節  修煉後的改變 

 人們因為健康因素、心理因素、好奇等各種因素而接觸法輪功，並且在初步

接觸之後，決定留在法輪功當中，根據理性選擇理論的分析，這些人必然認為這

是一筆合算的行為才會留下來，所謂合算的行為則是指收入大於支出的行為。亦

即，初步接觸法輪功的人經過評估之後，認為加入法輪功所能獲得好處比付出的

成本多。不過，這裡的評估行為並非絕對正確，例如某甲認為某檔股票即將大漲，

於是下場大買該檔股票，結果這檔股票並沒有大漲反而大跌，因此虧了一大筆

錢，但是此時並不能說某甲是不理性的，因為某甲在購買股票之前，也曾經經過

自己理性的評估，認定有可能大賺一筆，才會下場購買股票。這說明了，即使事

後的結果和事前的評估不同，仍然可以認定是一種理性的行為。 

 本章第二節已經將受訪者接觸法輪功的動機分類，大致可以分為健康因素、

心理因素、其他因素等三大類，而這些受訪者因為自身的動機而接觸法輪功，並

且在接觸之後願意繼續留在法輪功當中，顯示他們認為修煉法輪功是一種好的選

擇。從理性選擇理論來看，所謂好的選擇即是指收入大於成本的選擇，法輪功學

員在接受法輪功之前，是否有預期在參加法輪功之後的可能收入，而參加前的評

估與參加後的結果是否有所落差，若是有落差的話，法輪功的學員又如何看待與

處理這個落差，本節即是要運用理性選擇理論來分析法輪功學員們對於修煉法輪

功的選擇。 

預期的效果 

 因為健康因素而修煉法輪功的人，其事前的評估目標相對的較為清楚，亦即

他們預期修煉法輪功之後，自己的健康將獲得改善。而評估的方法亦較為簡單，

在受訪者當中，有 5 位是因為健康因素而接觸法輪功的，其中案例 2、7、8 是經

由朋友介紹而接觸法輪功，「我在剛學到這個甲乙氣功的時候，我的腰酸背痛的

確改善很多，那麼等到隔了一陣子以後，發現又跟原來一樣了，那時候我就覺得

蠻氣餒的，因為我原先我真的以為我自己好了，那我就蠻氣餒。一直到隔了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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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吧，我原來在甲乙氣功的同學，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就寄了這個轉法輪這本書

給我，然後就說這本書呢，是他所認為最上乘的書，他是這麼講的」(案例 7：6)

「任何氣功來講它對於改善身體來講都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就是說，這個效果

是不是一個持續的。就是說，是不是短暫的呢…那個病根有沒有真正的拿掉，那

個我們是蠻懷疑的，也就是說，這個效果很顯著，但是它是很短暫的」(案例 8：

16)從以上二位受訪者的訪談可以看出，對於已經有接觸氣功的人來說，他們已

經練過其他的氣功，對於氣功能夠改善身體的效果也不懷疑，他們對於氣功的不

滿僅僅來自於他們所練的氣功無法真正根治他們的疾病，於是當有功友介紹他們

「更上乘」的功法時，他們便可以相信，這個由功友所介紹的功法是能夠真正滿

足他們的需求的，亦即他們預期這個功法是一個能夠真正根治疾病的功法。 

因為心理因素而加入法輪功的人，其實都是對於精神層面、生命問題有所疑

惑，並且已經嘗試過不只一種方法或宗教試圖得到答案。「那時候對於身心靈的

東西就很感興趣，也接觸到一點點，我朋友就說，有一本書《轉法輪》，它是根

本上解決人生兩大問題，就是病苦和心苦。心苦和病苦兩大問題它可以同時解

決，而且是從根本上解決。我一聽我就覺得那不就是身心靈最終極的那個追求

嗎。所以那時我一聽我就很想讀《轉法輪》這本書。」(案例 12：1)、「像基督教

的人他會用比較積極的手法來來吸收你信基督教，那我就覺得蠻排斥的，就覺得

說你為什麼一定要我去信這個呢，好像就是有點類似像疲勞轟炸啦，…所以我當

時也有去看一些佛學方面的書，像禪學方面的書啦，但是看了以後，我覺得看不

懂，比如說，一句什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啦，那就有幾百種幾千種解釋出來了，

就越看就越迷糊，乾脆我就放棄了。」(案例 8：6) 7因為心理因素而加入法輪功

的人，自然是預期法輪功能夠真正解決其有關生命、精神層面上的疑問。 

改變的原因 

加入法輪功之後，主要的修煉內容可以分為煉功與學法，煉功是指煉五套功

法，學法是指讀《轉法輪》。《轉法輪》是每個法輪功學員一定要讀的經典，甚至

許多學員認為是因為有《轉法輪》才讓法輪功和其他氣功不同的。從訪談記錄可

以看得很清楚，「當一個老師，如果只教功法而不教心法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

問題。…法輪功跟別種修練的氣功，最大的不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強調心性。」

(案例 8：15)，或是如案例 10： 

                                                 
7 案例 8 雖然不是純粹因為心理因素而加入法輪功的，但是他在訪談中數度談及法輪功能夠解決

他對於生命的疑問，同時因為他的訪問稿能夠很清楚的說明這個類型的狀況，因此在此引用其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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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剛開始去的時候，我問那個負責人說我常常會覺得我有很不安的感

覺，我說一般的宗教有什麼去收驚，或是說有個什麼符呀，可以放在身上安

心這樣子，我說那法輪功能夠給我什麼，讓我可以好像得到一種平安跟慰藉

這樣子，有沒有一個我心理可以、可以、可以寄託的東西這樣子，他說你就

讀書呀，但那時候我就覺得說，讀書可以達到這樣的作用嗎，然後我就買了

書來看。…可是我發現我都看不懂，剛開始我覺得好像那個心不在那裡，你

就覺得好像怎麼看都看不懂這樣子，後來就是慢慢他就會一直說你要看書、

你要看書這樣子，然後就會這樣一點、一點看，可是當你自己精神很不舒服

的時候，譬如說你晚上睡不著覺，情緒很那個的時候，你就會也只能看書，

然後你就會發現說，噯，看書的時候，你會覺得書上有那個能量在，你會有

那種感覺就是說，就讓你好像慢慢的心情就平靜了下來，就能睡覺了，所以

你就會變成，你就，會變成它是你的一個寄託，變成你每天非看他不可這樣

子。(案例 10：11) 

 

 《轉法輪》這本書對於整合法輪功的學員有相當大的功效，因為透過不斷的

閱讀、討論《轉法輪》，李氏所要傳達的概念就能夠透過這個方法傳播給每個法

輪功的學員。而「修煉人」這個概念可以說是李氏所要傳達的概念中最為重要的，

因此在李氏的各種演講或是書籍當中，他都一再強調這個概念。例如： 

 

作為一個修煉人，就得在常人的環境中修煉自己，磨煉自己，逐漸地把執著心、

各種慾望去掉。我們人類往往認為是好的東西，可是在高層次上看往往是壞的。

所以人們認為好的，在常人中個人利益得的越多，過得越好，在大覺者們看來，

這個人就越不好。不好在哪裏呢？他得的越多，他越傷害別人，得到不該得的東

西，他會重名利，於是他會失去德。你要想長功，你不注重心性的修煉，你的功

根本就長不上來。《轉法輪》 

 

 「修煉人」又可以稱為「煉功人」，指修煉法輪功的人，從訪談記錄中發現，

曾使用「修煉人」這個詞的人有案例 1、3、4、6、7、8、10、12、13，而使用

「煉功人」這個詞的有案例 2、3、6、9、11、12，可以說除了案例 58之外，所

                                                 
8 案例 5 一開始接觸法輪功主要是要到法輪功學習氣功的，再加上他後來改信基督教，因此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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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受訪者在訪談中都會以「修煉人」自居。「法輪功也講信，然後我們最主要

是講悟，你要去悟到說，我自己是個煉功人」(案例 2：21)、「我就是說我已經在

學法輪功，我把自己當作一個修煉人，所以我會用這樣的態度去要求自己。」(案

例 10：20)，可以說，這個概念已經成為法輪功學員自我意象當中的主要概念，

也是法輪功學員在社會行動中或是遇到挫折、不如意事件時的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指引作用並非直接以宗教義理或是類似宗教的理念而直

接影響個人，而是透過建立一個「修煉人」的意象，再由這個意象所傳達的「修

煉人應該怎樣怎樣」或是「修煉人不應怎樣怎樣」來指引當事人的行動。而這個

「修煉人」的意象主要是相對於「常人」的意象．亦即李氏所說的「我們做為一

個真正的煉功人，應該在很高層次上看問題，不能用常人的觀點去看問題。」簡

單的說，就是常人所做的、所追求的、所重視的，修煉人都要避免，而常人所忽

略的、遺忘的就是修煉人所要努力的重點。例如案例 11 為了是不是應該買一部

新車而不停的以修煉人的角度來檢驗自己的想法， 

 

你要買什麼車立刻就碰到一個問題，你要不要買車？你要買車你要買什麼

車？你是要買品味高的，社會地位可以顯示的，還是就是一個代步工具？那

要買代步工具你又要考慮啦，有沒有需要這代步工具，難道不能坐公車嗎？

難道不能騎摩托車嗎？然後其他人又會怎麼看你？你到底是要什麼？你是

不是在修煉？那你這個時候如果把大法的東西擺進來，你要考慮你到底為什

麼，…那我在這過程當中，的確就是關9啊。就一直在這個關哪，因為去看

車，看到人家這個車，哎呀，好啊，這個車漂亮，然後，不要不要，不要開

車不要開車，騎摩托車就可以了，坐公車就好了，那把錢存下來幹什麼呢？

不對啊，我應該還是可以開車，我只要心裡不存著我是顯示張揚，我買個車

做為代步工具，像颳風下雨的時候可以送送，好像也不過份嘛。只是過程當

中不斷地在檢驗自己到底心有沒有突出，有突出就打下去，如果不是這部

法，你想想看這個心那有什麼，這很正常嘛，…那現在呢，就是連買個車我

自己都要檢驗檢驗，自己這個心到底是是不是又突出了，是不是又再想閒事

了，那我覺得這些，每一刻都在彰顯著我們是個修煉人。(案例 11：19-20) 

 

                                                                                                                                            
談中，他的措詞和一般學員較為不同。 
9 指修煉所遇上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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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案例 11 的自我剖析可以發現，「常人」不斷地和慾望、衝突、矛盾、算

計等等連結在一起，而修煉人則是要去除常人的執著心、要遠離誘惑、不計較厲

害、願意承受苦痛。「修煉人」的概念並不是一個強制的規定，強迫「修煉人」

必須要苦修、禁欲，而是要求學員必須自己和《轉法輪》對話，當自己的決定能

夠說服自己是符合《轉法輪》的要求時，這個決定即可以算是符合修煉人的要求。 

除了物欲之外，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人際鬥爭，更是修煉人和常人的一大不

同。案例 9 是在公家機關擔任主管的工作，他認為「在機關做事是權力鬥爭的一

個場所，但是你在權力鬥爭裡面，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裡面，你要往好的方向去

想，腦筋不要有壞的念頭，有壞思想，想去害人，這個員工不聽話就修理他，不

要有這一些想法，輔導他可以，跟他說不好的，跟他這個講出來怎麼樣作可以，

但是不要說有把他刷下來，這個壞的思想不能夠有。」(案例 9：8)，而案例 10

是在民間公司上班「在公司什麼人講話你心裡不高興，你就會用法來對照，你就

會覺得說是不是我自己產生了一個，譬如說嫉妒心，或是說你有那個歡喜心，有

什麼心、有什麼心，然後造成跟人家的矛盾，你就會一點、一點的放下來，然後

到最後你就會覺得說，真的沒有什麼好，就是把那顆心就一點、一點釋放出來，

你就會覺得內心越來越平靜這樣子。」(案例 10：12)，以上二個例子雖然是處於

不同的位置、不同的單位，但是當他們遇上所謂的人際關係、人際鬥爭時，都必

須做出所謂修煉人的思惟，以和常人做出區別。 

修煉人的概念，除了可以用在因為心理因素而想加入法輪功的人，也可以用

在因為健康因素而想加入法輪功的人。 

 

我們做為一個真正的煉功人，應該在很高層次上看問題，不能用常人的觀點

去看問題。你認為是有病的時候，那可能說不定就導致有病了。因為你一認

為它有病的時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了。煉功和真正修煉的，特別是

這種狀態，它不會導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精神三分病。

往往是人的精神先垮了，先不行了，負擔很重，就使病情急劇地變化，往往

都是這樣的。《轉法輪》 

 

由此可見，當一般人因為預期心理加入法輪功之後，便開始學習建立「修煉

人」的意像，使用「修煉人」的眼光來看待世界，以「修煉人」的標準為行動指

引，而這也是法輪功學員開始改變的主要原因。 

 21



台灣法輪功研究－理性選擇理論的觀點 
 

事後的評估 

根據訪談原先因為健康因素決定修煉法輪功的人，他們在修煉法輪功之後，

原有的疾病不外是治癒與沒有治癒，這個分析看似戲謔，但是實際上所謂的治癒

與沒有治癒已經不是原有的意義了，因為他們開始以修煉人的眼光來看待疾病，

因此當疾病被治癒的時候，他們認為自己的疾病是「真正」的根治了，而沒有被

治癒的人，他們則是使用修煉人的心態來接受這件事，所以雖然原有的疾病沒有

被治癒，但是他們的看法早已不同，關於法輪功學員的疾病觀在下一章將有更為

全面的討論。 

除了治療疾病之外，在受訪者當中可以發現在修煉法輪功之後，他們在心理

上的改素大致可以分為二類。一種是說他們修煉之後，終於了解到宇宙真理、人

生目的為何，他們認為法輪功就是他們尋尋覓覓之後所要找的，他們有的是因為

久尋信仰而不可得、有的是先前對宗教(氣功)的失望(2、3、7、8、12)。大致而

言，會提到這些想法的，多半是屬於「宗教追尋者」，他們在加入法輪功之前便

已思考後生命的終極意義之類的問題，所以當他們開始學習法輪功之後，他們在

訪談中便較為著重這個層面的心得。例如「我只覺得說這本書真的很好，很多是

我原來的疑問，我得不到答案的疑問，在這裡面、在這本書裡面我都可以得到答

案。所以我很高興，而且看這本書之後，我整個人生觀、宇宙觀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認為對的，現在發現不一定對，以前認為錯的，不一定是錯。」(案例 7：7)  

另一種是比較沒有思考終極意義之類的問題的人，或是說不是宗教追尋者的

人，他們在訪談就比較集中在家庭關係、夫妻關係變好、脾氣變好、人際關係變

好等等(1、9、10、11、13)，例如「因為以前在家裡可能會發脾氣，然後就帶動

整個家裡的氣氛很緊張、不舒服，現在就是說當你覺得不高興的時候，你會用比

較緩和的態度去講法理上要怎麼作好，然後我覺得那種氣氛、那種能量，那個環

境的場會帶動…可能以前對先生有很多的委屈或是抱怨，我想很多夫妻之間，可

能如果說先生他很忙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那我覺得我以前也會，好像都看

到他的不好的那一面，可是現在會更體諒，就是說讀了法之後，你就會能夠更能

夠站在對方的立場上去想。…所以那種夫妻之間的互動，我覺得也會變好。」(案

例 10：14) 這些可以算是屬於「生活層次」的改變。 

從訪談記錄來看不論是屬於生命層次或是生活層次的問題，受訪者都認為法

輪功對於他們解決這類的問題有正面的幫助(案例 1、2、3、4、6、7、8、9、10、

11、12、13)，但是進一步分析之後，筆者發現受訪者普遍將關心的重點置於生

 22



台灣法輪功研究－理性選擇理論的觀點 
 

活層次的部分，亦即他們對於在家庭裡父母、夫妻、親子的關係，在公司裡同事、

長官部屬的關係，或是在社會上與一般人的互動關係有較多、較深刻的觀察，當

這些關係出現爭吵、溝通不良、利害關係時(法輪功學員習慣將這些情況稱之為

產生矛盾)，他們會按照法輪功所要求的去做，例如「這個身心在經由學習李老

師的真善忍過程當中，當然發生了很大的轉變。而且最重要的是說你人際關係有

緩和，因為別人從那進來看你一個律師，覺得說你一定是爭啊、鬥啊、你很精明、

你很怎麼樣怎麼樣一個人，可因為你的轉變當中，你發現你旁邊的關係也跟著諧

和了，所以法輪功使得很多很多修煉的人哦，家庭更和睦，人際更順暢了，工作

反而還更順利。其實它這個效果不是說要達到這個效果，而是它自然而然。」(案

例 3：6)這是一個很典型的例子，亦即當受訪者開始接受法輪功之後，開始產生

自己是個「修煉人」的認知，開始運用「修煉人」的眼光看世界，於是會把在常

人中所遇到的任何「矛盾」都視為是自己修煉中的一個關卡，會用修煉人的標準

來檢視自己是不是有符合要求。「我一開始用常人的想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接

觸法輪功有一段時間了，我就反覆地要求自己不能把這種氣反射出來，因為對方

很可能這個反應，他更需要的是幫忙嘛，所以寧可我把所有的問題我往自己身上

攬，…在那個情況下我覺得我到了極點，好幾次想要拍桌子或者就是好幾次想要

跟他說明說真相是如何如何…那因為法輪功的修持，讓我把這些可能的矛盾都避

免掉了。那不是自己一定的修練的狀態的話，是不可能用那種方法去處理人際關

係也好，或者說是工作上、工作場合的一些矛盾。」(案例 11：17)。 

另一方面，在真正有關於生命層次或是終極意義的問題上，例如來世、救贖

之類的話題，在本文的受訪者當中，即使是連較關心生命終極意義的人，都沒有

人談及這個部分。這一點或許和李氏在《轉法輪》所提的有關，他主張法輪功的

學員應該要在常人當中修煉，因此他雖然解釋了非常多的特異功能與空間的原

理，但是卻極少提到所謂的終極關懷的部分，或許可以從以下的引文得出一點原

因： 

 

我們這個法門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們要最大限度地去符合常

人，從物質上又不是叫你真正失去甚麼。可是在這個物質環境中你卻要提高

你的心性。方便就方便在這裏，我們這一法門最方便了，在常人中可以修煉，

可以不用出家。那麼最難也就難在這裏，在常人這個最複雜的環境中修煉。

可是最好又好在這裏，因為他讓你自己得功，這就是我們這一門最關鍵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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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今天我給大家講出來了。《轉法輪》 

 

第六節  小結 

本章主要在說明法輪功學員的修煉歷程，這裡以案例 8 為例，試圖描繪一個

完整的法輪功學員的修煉歷程。案例 8 原本就有練其他的氣功，當時是因為健康

因素然後在案例 4 的介紹下開始練氣功。在練了一般氣功之後，他雖然覺得健康

狀況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的效果無法持續，而且他覺得他雖然練了氣功，但是在

心理層面並沒有什麼改變，所做所為和沒有練氣功之前一樣。案例 8 曾經接觸過

佛教，但是覺得佛教的形式讓他無法接受，所以他都是自行閱讀一些佛教的書

籍，後來他在案例 4 的推薦下開始煉法輪功，他認為法輪功和之前氣功的最大差

別在於法輪功有書，強調心性的重要，這一點使他覺得有很大的不同，同時法輪

功的形式讓他感覺很自由，沒有一般宗教的形式，所以他就留在法輪功當中。他

覺得在煉了法輪功之後，他的疾病也沒有完全治好，但是他接受了法輪功對於疾

病的看法，認為生病是在消業，因此並沒有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疾病是否得到治

癒，反倒較為關注心性上的問題。 

案例 8 是本文 13 個受訪者其中之一，更只是眾多法輪功學員中的一個，記

述案例 8 的修煉歷程並不意味他是最典型的例子，而是試圖用案例 8 的例子來說

明本章的重點。案例 8 在修煉法輪功之前就已經因為健康因素練過其他氣功了，

這正可以說明台灣的社會文化對於所謂的氣功是有推力的，因為氣功之類的養生

方式，是中國自古即有的觀念，而台灣在這方面繼承了中國的文化遺產，對於氣

功也抱持著正面的看法，所以在台灣練氣功並不會受到阻礙或是招來異樣的眼

光。而除了社會文化的推力之外，修煉法輪功主要的因素還是來自個人的主觀需

求，例如健康、心靈等等的需求，當個人主觀的需求產生之後，才會有後續真正

的修煉的行為，例如案例 8 便是因為健康的因素而開始修煉。有了需求，接下來

就是談接觸的管道，因為只有當需求出現才會注意到所謂的管道，否則都只會視

而不見。接觸法輪功的管道不少，但是仍舊以人際網路為主要的接觸管道，主要

的原因是透過人際網路的介紹可以降低風險，例如案例 8 就是由案例 4 的介紹而

修煉法輪功。法輪功不認為多拉一個學員來修煉是一種功德，所以法輪功的學員

並不十分熱衷於宣傳法輪功，也不會有那種緊迫盯人式的傳教。對於法輪功學員

來說，這樣的方式他們可以說是樂得輕鬆，因為他們用不著到處去勸人來修煉法

輪功，而對於剛接觸的人來說，這樣的方式更是大大降低了他們的心理壓力，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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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案例 4 對案例 8 的傳教方式就只是送他一本《轉法輪》。最後要談到修煉後的

改變，本文的受訪者在修煉法輪功之後都表示健康有改善，但是有些人的病完全

治癒，有的人沒有完全治癒，但是最重要的改變在於修煉法輪功之後，受訪者關

注的重點都著重在心性上的改變，疾病反而成為不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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