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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聯合報告是在1996年一月由朱哈以及馬札．潘提凱能共同寫作完成。他們的履歷

摘要如下。

朱哈．潘提凱能博士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宗教研究系的系主

任及教授；也是挪威的特羅姆瑟大學（University of Tromso）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教授。

他1986年自圖爾庫大學（University of Turku）獲得博士學位後，於1972年受聘於赫

爾辛基大學開設一門叫做宗教研究的新學科。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及柏克萊分校、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明尼蘇達州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Minnesota〔Minneapolis〕）、

印第安那州大學伯明頓分校（Indiana〔Bloomington〕），以及羅馬沙皮安薩大學（Rome

〔Sapienza〕）擔任客座教授，教導宗教研究、文化或社會人類學、民俗和斯堪地那維

亞的研究。他曾是芬蘭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在芬蘭政府或政府部門

的提名下，他也是好幾個不同的工作組織和委員會的成員與顧問。除了南美洲外，他曾

在其他所有的洲區之間進行實地調查，也曾在60多個國家演講。在1994年，他接受特

羅姆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系的邀請，開始教授一門新學科。他著有超過20

本書籍、350篇專題文章和10部影片，獲頒多項國際獎章和學位。1995年，他被任命

為芬蘭科學院的院士。

馬札．潘提凱能理科碩士是坦皮爾市外國人辦公室的執行長（Executive Chief of the 

Foreigners’ Office of the City of Tampere）。她拿到社會政策的學位後，目前在坦皮爾

大學展開她的博士論文。她曾經是一位社工，如今負責自己在1989年設立的辦公室。

她在坦皮爾大學和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ies of Tampere and Helsinki）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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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幾個不同的專業團體與組織的會員，也是政府和委員會的顧問，專司的議題包括

外國人、移民、難民、他們的社會問題、價值觀和宗教。她的出版品包括論文「文化

是一把鑰匙（Culture is a Key）」（1994年），「芬蘭人的移出與移民的遷入（Finnish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1995）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芬蘭境內外國人

與難民的報告。1995年她在韓國首爾舉辦的國際教授會議中，主持一場「家庭的未

來」討論。

前言

這份有關山達基教會的聯合報告，是由一位宗教學者以及一位社會工作者及科學家所

撰寫的。焦點將放在山達基教會的背景、歷史以及現今狀況。以下最主要回答的問題

就是山達基的角色，以及山達基可能是「宗教」的這個身分：山達基到底是不是宗教？

山達基的歷史不長。它可以是從發行1950年L. 羅恩 賀伯特所著的《戴尼提：現代心

靈健康科學》一書開始，或是從1954年在加州洛杉磯建立的第一個山達基教會開始。

當然兩者都是與賀伯特（1911–1986）這個人的思想與生活經歷有關，他被稱作創始

人，是因為他創立了戴尼提的原理，還有山達基的教義。

由於山達基創立於美國，因此在教會中有一些文化上的特殊性。它的語言是英文，它

的生活型態是非常美國化，這有時會影響它深入傳播到其他語言的文化中。即使如

此，現今山達基教會的分佈仍然是顯著的，即使是在西方的領土之外。

根據教會的主席於1994年的報告，山達基教會已經在四十年間橫跨所有的洲區，於

107個國家建立起根據地。建立起的組織可以是一個教會、一個中心，或是任何組織

好的工作團體，在當時是2318個，這個數目正在快速成長中。

這樣的成長在東歐及中歐是可觀的，甚至在原蘇聯境內，從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到烏

克蘭、哈薩克、摩爾多瓦（Moldova），遠至西伯利亞，在1994年就有21個新的中

心，1995年有24個。匈牙利有超過10個中心，這是東歐的另一個發展中樞。同樣的

成長趨勢也發生在遙遠的地區，像是中國、澳洲、紐西蘭、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山達

基教會正趨向全球性分佈，至少地理上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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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達基人或是教友的總數是好幾百萬。然而因為教會的特殊性質，難以給出一個確實

的統計數字。教會除了提供宗教儀式的空間，也是一個運作地點以及綜合的社會中

心，供參與者和有興趣的人使用，這些人不一定要全天候在教會中奉獻。這是許多宗

教都有的情況。

根據國際山達基教會於1994年所發表的數字，全球有八百萬山達基人。

有關宗教的概念

由於18世紀歐洲哲學家們在思想上的啟發，學術上的宗教研究開始於19世紀的早期。

探險家與傳教士們蒐集有關古老宗教傳統的新資料（尤其是印度及遠東的哲學），當

這些傳到歐洲的學術圈時，重新定義宗教變成是必要的一件事。

宗教的觀念在那時候，只意味著基督教以及猶太教 ── 有時也包含伊斯蘭教。於是東

方的宗教哲學開始被包含進去，像是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神道教、索羅亞斯

德教（Zoroastrianism）等等。這新的學術範圍叫做「宗教的歷史」，或是「比較宗

教學」，它的研討方向就是一般性質以及比較性質。

宗教的現象學就是其中主要的一支，它指出宗教裡的多樣性，以致於宗教的研究學者

很難提出一個簡潔的定義，能夠將信仰學最重要的特點都包括進去，然後還能通用在

全球能讀寫以及不能讀寫的宗教上。許多嘗試定義宗教的想法都是基於一個標準：

「上帝」或是「神」，直到學者發現佛教，這個所謂全球性的一門宗教 ── 至少在理

論上是如此 ── 試圖強調自己的特點是個「無神論」宗教。

狹義的宗教概念常常是政府官員強調的，不是宗教學家所強調的，在現今的世界中需

要重新思考。宗教（religion）這個字在大部分的歐洲語言中，像是德文、羅馬文、

斯拉夫文，都是從一個拉丁字來的「religio」。這個概念特別包括一個想法：依靠在

某種「神聖」上。拉丁文中有一個觀念「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意思是指16世紀

宗教改革後的歐洲，皇帝或是公爵有權決定他們國家的人，應該相信的模式以及行為

的模式。神聖或是社會的「關連」這種形式的存在，是非常西方世界的問題。然而這

樣的觀念在世界上許多的文化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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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樣西方式的看待宗教，只能透過強迫的方式，應用在古老的東方宗教哲學傳統

上。曾經有人說過中國的三大世界觀：道家、儒家以及佛家，在西方所定義的宗教字

眼下，根本不是宗教，而是「三道」，或是通往一個目的地的「路」，也是陽跟陰諧

和的觀念。

換句話說，世界上許多的文化都會看起來非常的信教，即使事實上他們一直在語言中

並沒有「宗教」相關的概念。我們曾經實地考查新大陸以及舊大陸的北方文化，他們

跟這個概念特別有關：他們執行萬物有靈論以及巫師的儀式，並沒有稱這些為宗教。

1994年在西伯利亞東南邊的下阿摩區（Lower Amur region），一位納雷（Nanay）

女巫師給我們的聲明，可以做為這個概念的典型例子：「基督教信仰，那是蘇俄的。

我們只有我們的巫師。」

現今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許多的現代宗教功能替代品的角色。現代世界的歷史顯示，

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毛主義所形成的「無宗教」國家及社會非常不成功。人類

的心靈已經清楚地表示，它對於宗教事務相當感興趣，程度超越了過去所認定的，對

於唯物或以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出現在這個世紀與前一世紀）。

宗教的五個層面

「沒有一個明確的宗教定義能被大部分學者所接受。」提出這個說法的是布萊恩．羅

納德．威爾遜（Bryan Ronald Wilson）以及其他人，我們偏向用以下來說明宗教的

主要因素，而不是使用一個總體的定義。現在看起來是可以從五個角度來研究分析叫

「宗教」的現象。而這個五個角度至今為止，全部可以在會讀寫以及不會讀寫的社會

中觀察到。這個用比較的模式來看宗教現象，曾經被朱哈．潘提凱能非常仔細地提出

並且實際應用，寫在他的專題論文「論述應用方法及世界觀」（芬蘭科學院，FFC No. 

219，赫爾辛基，1978年）（“Oral Repertoire and World View”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FFC No. 219, Helsinki 1978〕）：

 1. 在覺知的層面（cognitive dimension）上，宗教包括自覺的、知性的因素，像是

他們的宇宙及世界觀，他們的價值系統，他們相信「超自然」存在，也就是一個

或多個神或是其他「超乎正常」的人物以及力量，看著他們的命運，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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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們的價值觀念。宗教很典型的就是傳統經由一代傳給下一代，或是經由人

們傳給人們，包括故事、神話，以及相信「靈異」。

至於它們的來源，在能讀寫以及不能讀寫的宗教之間，可以訂出一個重要的差

別。但是，不能讀寫的文化中口述的古老傳說，或是「著作宗教（book religions）」

中高度系統化的神學律法正典，或是宗教哲學的實體部分，都具有宗教這個層

面。它常常被表達為簡化的「信條」，在有意傳道的宗教中，如基督教、伊斯蘭

教，尤其是佛教，由信仰者在教會中公開聲明。

 2. 情感或是情緒的層面，指的是宗教上的感覺、態度以及經驗。人通常會覺得他是

依賴於某種超自然，同時也覺得與這超自然有某種聯結。一個宗教經驗是一個自

然與超自然的互動狀態，是一個虔誠的人或是服從習俗的人，實現與超自然人物

或力量見面，而這個超自然人物或力量支配他的宗教信仰。

 3. 在宗教中動念（conative）或是行為的層面，是由行動的程度來看，是行為的一

種形態。包括在此的有儀式、社團聚會，像是奉獻、祈禱、符咒以及請求。這些

可以幫助一個人、一個團體或是一個社會，透過傳統的方法，跟他們的超自然人

物達到某種靈性上的結合。

動念層面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與道德有關。除了儀式與祭典之外，宗教通常就意

味著特定的品格行為。這個變得很明白，像是在所觀察到的特別習性上，為了達

到所要維持的價值觀，能獲得宗教所保證的獎勵，還有避免違反習性時可能會有

的處罰，以及避開禁忌。

 4. 社會因素形成每一個宗教的基礎部分。宗教通常假設有一個團體或是社會的存在，

而他們的責任就是照看追隨者的宗教觀，一起執行特定的任務，還有掌控信仰者

的祭典以及品格行為。

這些社會可以大到成為一個政府，或只是小型的團體，其成員們通常一起工作，

來達到其宗教所交付給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或是在「非這個世界上」的共同目標。

即使至今日，宗教行為仍然相當社會化而且被掌控著，要求完全服從的國教似乎

大幅失去它們過去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強調不受意識控制（un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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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確立的（unestablished）私人信仰，而國教的許多功能則被不太正統的宗派所

取代。

 5. 文化層面常常被忽略，但對每個宗教來說，它是一個極度影響的因素，也是範圍

廣泛的因素。這點在時間及空間上變得非常明顯，各個宗教依賴其所處之地的生

態、社會以及文化環境。

在「宗教即文化」這個主題上，語言及人種是最重要的兩個變數。應該被列入特

別考量的是一個事實，那就是對許多人來說，「宗教」代表著一個「特殊的生活

方式」或是「生活型態」，更勝於任何律法上的表白，或是依靠任何信條。在現今

的世界，所謂「全球性宗教」，其國家、人種以及區域這些可以意識到的變數，

已經變得重要起來。當人們移居到新的環境後，他們重新找到他們的宗教－社會－ 

文化定位，就像難民跑到新的收留國環境一樣，或是從鄉村移居到市郊的環境，

像是第三世界城市街頭及貧民窟的移民。

我們仔細觀察後的結論就是，「宗教」這個概念應該要剝除理論上以及西方的暗示，

而不是硬讓全球現象的許多變異去接受一個它們並不適用的定義。

我們將山達基的背景及宗教教義，還有宗教儀式，做一個大致的描述，然後將我們所

找出的五個宗教層面來看山達基。

山達基的宗教哲學背景

山達基的願景可以在賀伯特先生自1940年代開始的名著中找到，尤其是1950年他的

戴尼提暢銷書出現後。

戴尼提與山達基的關係在精神上以及歷史上是非常緊密的，因此它們可以被視為一個

銅板的兩面。戴尼提（Dianetics）是由兩個希臘字形成，「dia（透過）」與「nous（靈

魂）」，山達基（Scientology）的意思是「知道有關於知道」，來自拉丁字「scio（知

道）」的意思，以及希臘字「logos」連起來的。一方面戴尼提的原理被發行為一個方

法，提供正確的「心靈技術」，而另一方面山達基則是強調為一個宗教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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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英文字「科學（science）」也是來自同一個希臘文 “scio”，想要避免陷入兩個字

會造成的困惑，可以有意識地將兩個字唸作不同發音。將山達基（Scientology）發音

為希臘文，將科學（science）發音為英文。

在1954年，第一間山達基教會由L. 羅恩 賀伯特成立，同時也訂下它的信條。這份信

條清楚地顯示一個組織，認定它自己為一個宗教團體。信條所包括的原則是「我們教

會相信」所有人都有「平等」及「不能被奪取的權利」，還有聲明表示人類是「基本

上善良的」，以及神的四條法則來「禁止人們⋯⋯」。

山達基的教誨可以在東方一元論的宗教，像是印度教、佛教，尤其是道教中，找到相

似處。很典型的就是山達基的典禮手冊中寫到，它們的背景與一些神話學聯結，像是

印度教以及佛教，還有與一些人的教誨聯結，像是亞里斯多德、史賓諾沙（Spinoza）

以及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山達基的教義認定人們生存著，而且試著生存在八個不同卻交錯的層面，在山達基宗

教學中叫做「動力」。這些特定的動力是從自我到家庭，再到團體，然後往外到靈魂

宇宙（第七動力），以及至高之神（第八動力），也叫做無限或神。每一個更高階的

動力包含了在它之下的所有動力。

「神」這個觀念在山達基教誨中是不同於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從中

東起源之有神論的宗教。在山達基，神就是八大動力最高的動力，也是人們努力去擁

抱以及去完全瞭解的。在這個情境下，神這個概念在山達基教誨中，是非常個人化

的。它是讓這個人自己去完整定義它。

山達基教義有關靈魂這區域，是用「希坦」來代表，與早期及新一代的諾斯底主義的

概念有關。人是包括了希坦、心靈以及身體。「希坦」這個字是來自希臘字母「希塔

（theta）」，山達基用這個字是要避免以前有關「靈魂」的字眼所造成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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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達基要達到靈魂的覺知就是透過「聽析」，也是此宗教的兩大實際應用之一。聽

析處理希坦，透過一階階向上的宗教服務，讓希坦可以融化這輩子以及前輩子的創傷

經歷。這樣的解脫可以提升靈魂上的覺知。

山達基另一個主要的實際應用叫做「訓練」，就是集中學習山達基教典 ── 賀伯特的

文字、錄音及錄影。山達基的教義認為，只要透過聽析加上訓練，可以在這輩子完成

靈魂的救贖。

一個尋求正統的新「著作宗教」

山達基教會也像其他完善建立的宗教一樣，有其廣大的著作。一整套叢書、演講以及

影片，全是L. 羅恩 賀伯特在人以及靈魂方面的研究與發現。這整套包括許多書籍，

甚至有像百科全書大小的書，還有幾千份錄音的演講，就是見證了山達基教會應該被

認定為「著作宗教」。這個趨勢與全球性的宗教一致，像是印度教、佛教、儒教、道

教、猶太教、索羅亞斯德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等等。

L. 羅恩 賀伯特所寫下的書籍、錄製的演講以及製作的記錄，組成了山達基的教典。

它們是教會實際應用的教友們努力的基礎，他們一輩子的學習與努力是要朝向戴尼提

及山達基的終極目標，叫做清新者（Clear）以及運作中的希坦（Operating Thetan）。

授權的書籍對山達基人來說有一個特別的角色，它是要傳遞知識與傳統，而這些很顯

然被認為是神聖的。這些連續的文字著作並不叫做「神學」，而是叫「技術」，這個觀

念在山達基人圈子中，有極特別的意義。賀伯特被認定為「技術的源頭」，他給的資料

被認為是唯一的、不能改變的，它是不能由任何人來解釋的。「精神的延續」是很重要

的，但不是像大部分的基督教教會一樣跟人有關，而是跟書籍有關。所以在山達基教

會裡，沒有人有權能宣稱他是「使者」，具有可以解釋賀伯特文字或是口訊的特權。

一個宗教法人團體，叫做宗教技術中心（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縮寫為RTC），

於1982年成立於洛杉磯，就是「最高階的教會權力，與L. 羅恩 賀伯特的宗教技術之

標準以及純正有關」。它是負責「確保山達基宗教以及教典的純正」。它的工作就是

保護賀伯特的文字，不是解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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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技術中心的建立代表著清楚朝向正統的趨勢，這是任何宗教成立後，第二代的共

同現象。舉例來說，在建立一個宗教的過程中，為了教義上的爭議或是其他原因，使

得設立一個「聖典」變成是必要的，為了保護先知的信息與教義的純正，抵抗異端者

及派別者的力量，就要區別出教條上的「精髓」與「其他的」文字。

另一個相關的重要過程就是原始教會的權力。在華盛頓特區的山達基創始教會就是原

始的母教會，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將它的角色轉給在加州的山達基教會。自從1981

年國際山達基教會成立後，母教會的角色就轉移到這個新成立的組織，現在它位於洛

杉磯的總部，服務全球的山達基教會。

山達基人的生活及儀式型態

賀伯特被他的支持者稱為創始人。這符合比較性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創

立」的宗教與「民族」的宗教。前者的起源是來自某個人，即使他自己沒有想到他創

立了宗教（耶穌、孔子、老子）。後者沒有任何名字可以記錄，只剩口頭上的民族傳

說。任何創立的宗教在其創建的過程中，都會發生一個必要的情況，那就是有一小群

支持者出現，圍繞在他們的師傅身邊，準備好要追隨他。當幾個人在1954年決定成

立山達基教會時，L. 羅恩 賀伯特自然地成為它的精神領袖。當賀伯特決定從不斷成

長的教會執行長退下來後，創始人的地位就隨著時間變得傳奇。

一位宗教創始人身體死亡後常會發生的危機，在山達基的歷史上卻沒有造成困擾，因

為賀伯特早已放棄他生前原本身為教會領導者的身分。在他於1986年去世前，創始

人已經被尊敬，全球每一間山達基教會都有一個房間是特別在紀念他的。不管這些是

如何發生的，在宗教現象學的比較裡，只要是認定宗教本身是由某人創立，這樣的過

程就是形成任何舊的或是新的宗教的要素之一。

雖然山達基教會、中心以及其他的總部顯示出一個運作中社會型態的徵兆，它們總是

會包括一個做禮拜的地方，一個用來做每週的宗教儀式及家庭典禮的神聖地方。創始

人的精神仍然存在（根據山達基教典中有關人類生存的描述），即使「L. 羅恩 賀伯特

離開了他的身體」，於1986年過世，他的精神就呈現在他大量的書籍與照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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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達基教會有關於它創始人的生平及教誨的神話。它也有每年一度的紀念會，慶祝創

始人的生平以及教會的歷史。

海洋機構（Sea Organization）是一個特別的單位，在1967年由賀伯特先生成立，當

時他決定由教會的執行長身份退下來，到一艘船上，專心於他寫作的工作。當時那些

首批跟隨他的人，後來成為這新成立宗教的核心團隊。隨著時間的演變，這個團隊成

為一個神話似的模範，被觀察著，也被尊敬著，他們是教會最虔誠的一員。海洋機構

的每一員全天地在為這個宗教服務，他們在高階的教會做職員。他們的奉獻可以由海

洋機構「十億年」的雇用合約看出來。

這種形式的宗教組織在許多方面提醒著人們，像是耶穌或是穆罕默德這些全球性宗教

創始人的身邊，也是有一群門徒，或是像釋迦牟尼成為佛陀的時候，他的身邊也是有

出家人團體。這真的是宗教神話學以及象徵主義的一個非常特別的表現。這就是我們

總結山達基為一個新的宗教其中一個標準。

教會中的宗教團體成員常常形成家庭的延伸，他們奉獻大部分的時間在教會裡面為教

會工作，他們也同時照顧同伴們日常生活以及經濟上的需求，甚至是他們的小孩。這

種生活型態是涵蓋廣泛的，所以海洋機構的成員通常是跟伙伴建立家庭。海洋機構職

員所穿的一般海軍制服，就是一個在情感上以及社會層面上，重要的統一因素。

大部分的教會成員就是教友們，參與聽析及課程，還有其他山達基教會所提供的服

務，但是他們住在教會外，也在外面工作。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他們是當地山達基集

會以及宗教群體的一部分，山達基是他們的宗教，他們的生活在不同程度上環繞著山

達基。他們遵循著山達基品格守則及標準，應用山達基方法及原則在他們的生活上，

也養育小孩，讓孩子的生活、舉止像個山達基人。

以神話來看，這種精神上與山達基教誨的聯結，超越了人類生存的正常範圍。不像印

度教及佛教所教導的輪迴說，山達基發展了一個特別的有關「前世」的教義。在朝向

清新者以及運作中的希坦聽析時，山達基人可能會談到他們的前世，在山達基靈性啟

蒙的路上，最終可以達到的心靈上的和諧，有點像是佛教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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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特別的牧師教育課程後，山達基教會任命他們為牧師。受過教育並且被任命的

牧師們，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根據典禮手冊負責執行儀式典禮。這些重要的神聖程序

包括每星期日的教堂禮拜，還有關於人類生命週期中會碰到的關鍵時刻的「過程儀

式」。山達基教會明確地在這些事情上設立了範本，像是命名、結婚以及喪禮，都有

創始人寫下的範本。

山達基在宗教交流上的角色

今日，宗教在街頭及城市的貧民窟交會，不只是在祥和的都市當中而已。宗教及世界

觀點交會的地方，就是人們在生死轉運大廳當中相會的地方，甚至往往進入家庭之中。

這點特別與山達基教會有關，它是現代化的、都市化的，也是以家庭為中心的。

山達基教會現今非常積極地參與跟全球性的偉大宗教的代表，還有新的宗教，像是聯

合教會（Unification Church）、新印度教派以及新佛教教派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

不只討論宗教的議題，還有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生態與污染的問題、家庭的未來問

題、女性的角色問題等等。全球性的新計畫及運作因此而建立起來。

山達基做為一個新的宗教

運用上面所提的五個層面，我們嘗試把山達基教會，在叫做「新宗教」的快速成長活

動中，做一個定位及角色分析。主要是看它的教誨、服務以及組織。最重要的問題當

然還是：山達基是一個「宗教」嗎？這份報告可以跟布萊恩．R．威爾遜的研究相比，

他是英國宗教社會學學者，他已在下列一般宗教的特性上研究過山達基：

 a. 信仰、實踐與超自然的關聯及制度、人類的終極考量等等。

 b. 構成服從、尊敬或是崇拜的實踐。

 c. 宗教生活的團體綜合特徵。

在仔細研究過幾個世界性的宗教後，威爾遜詳細地以神學及制度面來描述山達基。他

最終重要的結論包括：「宗教隨著時間改變」以及「宗教本身就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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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將他的重點放在事實上時，威爾遜覺察到「改變」這個重點，我們同意他的觀點：

「新型的宗教」或是「現代的教派，不會在所有層面上，符合我們的『不朽』模型」。

威爾遜最後的聲明是：「山達基是一門真正的宗教，也應該被如此看待。」

我們接下來用宗教的五個層面來分析山達基。

A. 覺知層面

山達基的覺知層面就是在其教義中的八大動力，它特殊又詳細的世界及宇宙觀，將所

有存在分為八個不同層面，靈魂以及神的範圍在最頂端。山達基人相信超自然的存

在，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一個靈魂（希坦），希坦不會死亡，希坦有成千上萬個前

世，他們也相信靈魂世界以及神。山達基人就是透過這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神，來決

定他們的命運，他們的需求，還有他們的價值觀。

山達基的特色當然一定是個文字或「書籍」宗教。它的傳統就是完全透過它的教條，

還有其創始人大量的著作與演講來傳遞。

B. 情感或是情緒層面

山達基的情感或是情緒層面可以由其實踐與超自然範圍的緊密關係看出來。山達基的

宗教經驗就是聽析及訓練，透過這些，山達基人可以接觸他們真實的靈性。這樣子的

交流特別是在聽析中可見，山達基牧師帶領著希坦穿越前世，處理對靈魂有傷害的時

刻。透過他們協調與平衡他們的八大動力，山達基人與靈魂層面以及神交流。山達基

人認為他們自己以及其他人是靈魂（不是肉體），會一直超越物質層面而存在。他們

與其他的個體以及靈魂宇宙，通常有一種共有的態度，休戚與共。

C. 動念或是行為層面

山達基宗教的動念或是行為層面可以由它主要的儀式看出來 ── 聽析以及訓練的宗教

實踐 ── 還有它的典禮：婚禮、喪禮以及命名禮。山達基教義也要求其教友運用最高

標準的品格行為，並有一個高度發展的行為守則系統來指引他們的行為。這些可以在

山達基「品格及司法系統」的一般原則中找到，或是在特別的聽析員守則、輔導員守

則、榮譽守則以及山達基人守則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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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會層面

山達基宗教的社會層面反映在它複雜的教會組織。山達基教會的國際教會體系，是由

幾個階層以及幾個特別的組織所構成，它們的工作就是監督正統與個別教會的活動。

教會體系有一個叫做「國際山達基教會」，也就是「母教會」，它負責察看指導全球

山達基的工作以及傳播。還有一個叫做「宗教技術中心」，它直接負責山達基教典的

純正，以及此宗教正統的應用。

在國際山達基教會的輔導下，每一間教會按照它們所提供的宗教服務排列在宗教體系

層級中。例如在佛羅里達的山達基教會旗艦服務機構，它提供山達基宗教服務的最高

等級，還有分布在全球的各個「高階機構」以及「聖崗教會」，它們提供中階的宗教

服務。在這些之下是區域性的山達基教會、山達基中心，以及獨立的牧師，他們提供

較低階及最低階的服務。每一個這樣的層級是由一個在國際山達基教會之下的宗教組

織在輔導。

E. 文化層面

山達基的文化層面豐富而多樣。雖然是新的宗教，山達基已有一個獨特的文化，可以

由其特殊的容貌看出來。它有自己的專有名詞（包含在兩本不同的字典中），像是

「希坦」、「清新者」以及「聽析」等等這樣的名詞。它有自己的節日，像是L. 羅恩 

賀伯特的生日、「聽析員節」，以及其他只對山達基人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有些地

點對山達基來說有特別的宗教意義，成員會去這些地方朝聖，像是賀伯特在英國的聖

崗莊園，還有佛羅里達的山達基旗艦服務機構。

山達基人生活上嚴格遵循山達基的教典。他們在他們每日的活動、與他人的相處，以

及家人的養育中應用山達基品格與道德。許多山達基人將他們的小孩送去運用山達基

原理的學校，像是運用賀伯特發展的學習技術的學校。各年齡層的山達基人都不使用

毒品，也非常反對使用毒品。

山達基當中最奉獻給宗教的成員 ── 海洋機構成員 ── 過著集體生活的型態，互相照

顧日常及經濟上的需求，像是食物、住宿以及醫療，他們穿著獨特的制服，遵循他們

的特別習慣，奉獻他們全部的工作時間在他們宗教的服務上。對於在其宗教中服務的

人來說，山達基教會及其所有的功能顯然就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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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現代世界具有許多新興的宗教，我們以上的研討顯示出，看待宗教以及其全球的多樣

性，需要一個更開放的觀點，相對於狹義的定義 ── 現今一些政府官員仍在應用基於

拉丁字「religio」的觀念。有五個變數應該要包含進宗教這個範疇：1. 知性的（intellectual）、

2. 感性的（emotional）、3. 行為性的（actional）、4. 社會性的（social），以及5. 文化

性的（cultural）因素，以上先是針對一般的描述，然後是針對山達基的描述。

根據我們的意見，有許多原因使山達基可以被認定為一個新的宗教。最符合它歸類於

這個範疇的事實就是，它在西方「宗教」這個字的定義之下，是一個現代的西方誕生

的宗教。它顯然是一種新「宗教」型態的表現，這種型態在西方世界出現，使用社會

文化網絡的現代媒體，向廣泛的大眾傳播其宗教信息。

在它努力地運用它廣大聯絡網的優勢，它已經成為我們時代最「現代化」及最「廣泛

討論」的宗教之一。

許多新宗教的特點就是，它們是被學者標籤為「宗教」，而不是被應用它們的人們所

定。有幾個新的宗教運動寧願是沒有組織起來的團體，而不是完備的正式組織。舉例

來說，許多新的現代印度瑜伽或冥想團體沒有組織，他們討厭被認為是「宗教」。在

他們後來的發展中，如果有需要的話，他們其中一些團體可能會去「登記」，甚至以

「科學」協會的形式成立，以符合不同國家的聯邦或是國家法律中，「宗教」協會或

是替代組織的成立辦法。

自 1954年創建之後，山達基教會就是認為自己機構是宗教組織的一個新宗教，它也

很努力地要成為被認可的宗教組織。實際上，山達基在全球各種文化當中，已經被許

多官方單位認定為一個「教會」與「宗教」。

它的教義以及山達基教會本身，都是與一個出生於20世紀的美國人的願景有關，這

個人寧願寫作，還有對大眾演講，而不是去宣揚他的訊息。在L. 羅恩 賀伯特的第一本

書中，還沒有提出宗教的想法，該書只是在講述實驗性及心靈的哲學。戴尼提之所以

變成山達基，是因為賀伯特發現了靈魂的面向，還有他往後的研究中，發現到山達基

與古代世界宗教在靈性上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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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達基的教誨在不同的宗教及哲學傳統中有其基礎。由創始人所發展及公布的新「著

作宗教」，忠誠地記錄及保存於神聖的經典之中。這些書籍加總起來為宗教經驗、儀

式及諸多行動提供了源頭，也是教會的文化特色及社會結構的源頭。

山達基教會廣大的社會組織，以及所有的聯絡網及文化基層，就是它本質為一個社會

團體的重要證明，而這個社會團體的特性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宗教」團體。它宗教團

體的海事神話，也就是海洋機構，形成它社會結構的基礎，給那些決定要永恆全心地

奉獻他們的生命於教會目標的人。

我們與一些教會成員接觸，在幾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中的歐洲及國家教會總部，我們

察覺到對於這些人來說，教會提供他們生活型態及經驗的模式，這些在情感及動念層

面可以稱為宗教的體驗。

所以，我們瞭解到山達基是一個宗教。

有關山達基的來源

綜觀山達基快速累積的相關文件，基本上可以分為四種出版品類型：

 1. 山達基的教典就是L. 羅恩 賀伯特所寫的作品以及錄製的演講及影片。

 2. 除了L. 羅恩 賀伯特針對人的天性以及如何救贖人寫下大量的經典之外，教會本身

還製作出版了許多書面資料與視聽影音產品，介紹它的歷史以及現況，尤其是有

關它在1994年的40週年慶。這些出版品的重點就在教會的正典文字，以及它內

部的歷史。

 3. 有些出版品的由來是因為山達基教會自1954年創立以來，在不同國家的媒體上，

都曾引起批評討論。這些來自外人的文字常常帶有論戰性且帶有某種立場。

 4. 近幾年來，有關山達基教會較為中性的宗教社會學文章有增加。這是因為今日許

多學者都有同樣的看法，認為山達基是一個「宗教」。一般來說，像是巴克（Barker）、

赫姆（Holm）、梅爾敦（Melton）、威爾遜（Wilson）等歷史學者及宗教社會

學者，幾乎都在近期所出版的手冊中，公認山達基教會是一個「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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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山達基的研究大多是基於書面資料。山達基的歷史極短，但是大量的新資訊可以由

現場調查來取得，像是關鍵知情人士以及教友的訪問與觀察。在書面資料之外，我們

還訪問了在哥本哈根及赫爾辛基的歐州、丹麥及芬蘭的教會總部中的一些職員，並觀

察了教會實地的運作。在撰寫這份報告的過程中，我們也受到友善的對待，收到各種

文件、手冊、已出版以及尚未出版的報告，內容有關山達基教會的過去和現況，以及

在不同國家中山達基教會的發展。

朱哈．潘提凱能 

馬札．潘提凱能 

芬蘭赫爾辛基 

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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