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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研究的概念脈絡

我的確相信絕沒有主宰性的、根源的主體，

絕沒有在每一處都可找到的主體的普遍形

式。我對這種主體概念抱持高度懷疑以及敵

意。而相反地，我相信，主體可以經由主體

化實踐而被構造出來，或者以一種更自發的

方式藉由解放(liberation)的實踐、藉由自

由(liberty)的實踐被構造出來，當然，就像

古代一樣，那時的基礎中有可以在文化環境

裡發現的許多規則、風格以及意圖。

(Foucault, 1988: 50-1)

（引自蔡慶樺，2005：6-7）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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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災難對每位生命史主體有不同意義，所以其道德回應的方式也

不同。這是因為災難經驗的理解與每位生命史主體的情感體驗過程密不可分：無

論是歷劫歸來、目睹他人遭受不測或是平安無事，災難經驗都衝擊了生命史主體

的情感、促成其與生命意義的對話與反思。雖然，這個生命意義很可能隨著不同

的生命階段而改變，但這不但意謂著生命史主體是在一個反身的層面上被建構起

來的，同時也透露出個人的情感反思經驗，實際上也常與社會他人的情感反應產

生直接或間接的對話與互動。換言之，生命史主體正是在與他人災難經歷的情感

對話中逐漸被解構與再建構出來的。

因此，研究者首先將「情感共鳴經驗」視為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產生道德回應

的立基點，透過耙梳三個促成生命史主體情感共鳴經驗的生活脈絡：一、「小報

電視災難新聞對受難情緒的再確認」；二、「民間信仰對生活世界的想像」；三、「生

命史主體與災難經歷的對話」，以理解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詮釋方式，及其對生

活經驗產生的規範性意義。研究者在這個章節中，將依序鋪陳本研究的概念脈

絡，進而形成理解「生命史主體如何對災難進行道德回應」的脈絡視框，並解釋

此種相互主體性的生活世界如何可能。

首先，小報電視的特質容易匯聚多元聲音，使文本向各種生活經驗開放，

所以愈是熟悉小報電視特質的生命史主體，愈容易由此展開與社會他人情感共鳴

的經驗。因此，研究者從生命史主體對小報電視的「創造性使用方式」，展開耙

梳閱聽人主體於不同日常生活實踐中遊移的過程。

其次，生命史主體日常生活中對民間信仰知識的掌握與學習方式，除了與口

語傳述的神話、傳說相關外，亦包括了生命史主體本身的災難經歷、對先知預言

的信仰、避災的詮釋與相關實踐等。故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欲進一步探討哪些

民間信仰的論述，常常在災難時期被啟動，與災難的小報電視文本產生文化共振。

最後，災難經歷不但造成個人的情感創傷，相對地，也影響了個人對他人受

難經驗的情感反思能力。生命史主體在詮釋自身與他人的災難經歷時有何不同？

民間信仰論述又如何與受難主體對話？因果報應論述對受難主體往後的生命經

驗產生什麼樣的規範力量？又，其對生命史主體詮釋自我或他人的災難經歷時造

成了哪些道德壓力？又何以能順利轉化為生命史主體助人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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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對受難情緒的再確認

從生活的實用性來看，生命史主體在災難時刻收看、傳述、討論電視災難新

聞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確認災難對生活影響的程度（如：交通是否中斷？菜價

是否大幅上漲？機關或學校的活動是否正常進行？），另一方面也為暫時非常態

的生活狀態作好萬全準備（如：是否還有大的餘震？還會下多久的雨？能否出海

補釣？）因此，研究者認為，無論在災難發生的前、中、後期，「安定生命史主

體焦慮、急待抒解的情緒」的災難新聞，才能開展生命史主體的生活意義。

為了進一步理解小報電視災難新聞的日常生活意義，研究者將透過與文獻的

對話，探討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如何促成生命史主體的「產製（意義）者」的角色

扮演，其「過度」的特性又對閱聽人的受難情緒造成什麼影響？

研究者認為，我們可以從生活於台灣社會的生命史主體對新聞的使用形式，

進一步理解新聞在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故本研究一開始即指出小報電視的

四個特質--個人化、重感官經驗、互文性、口語化—恰好與生命史主體的日常溝

通行為的特質相符合。研究者並無意在此討論究竟是新聞媒體形式先影響生命史

主體的溝通過程，還是生命史主體的溝通過程先影響了新聞媒體的表現形式。

「Giddens 曾指出人的「行動」這一概念已經預設了社會（制度）的概念，反之

亦然」（許家豪，2001：28），換言之，不同生命史主體彼此溝通的行動必然和新

聞媒體產業（包括整體的工作流程與組織運作）產生密切的互動。質言之，作為

生命史主體的「記者」仍然會將這些實用知識運用在其理解災難意義之上，因此，

研究者認為不能僅從「記者」的「專業新聞素養」不足的觀點來看待小報電視災

難新聞在台灣社會文化中的普及現象。

因此，研究者主張：「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其實是因應穿梭於不同溝通情境、

適應不同的溝通對象的生命史主體而產生的「活的文本」，事實上，它的確是生

命史主體從各種消息來源中選擇、建構出來的一套理解災難意義的實用知識。在

這一節當中，研究者首先從 Fiske 對電視特徵與閱聽人互動關係的討論中展開對

日常生活閱聽經驗的想像，以厚實理解生命史主體日常溝通過程的知識基礎。

電視的流動特徵對閱聽人與文本的對話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它促成了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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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災難新聞的「去中心化的閱讀能力」。此種閱聽人與文本的互動方式，一方

面與「Zapping（不斷轉台/切換）」為閱聽人建構了一個破碎的觀影經驗」(Fiske,

1987: 104)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小報電視」的「友善對話位置」有關。小報電

視5重視的個人化、瑣碎化、簡單化及刺激、煽動情感的報導方式，也為個人透

過媒體進行日常生活的政治提供可行性。

研究者認為，小報新聞中用以刺激感官與情緒的潛能，經常與呈現出當地人

們熟悉的生活模式與情感結構有關，所以即使是遙遠地方的問題，也較能轉化為

個人家中關切的道德議題。例如：小報電視災難新聞經常藉由報導各種聳人聽聞

的靈異災難預言6，或引用地方方言、民間習俗與慣例、市井小民的目擊證詞，

巧妙地將閱聽人生活中的情感經驗與災難傳說、神話、民間信仰等更廣大的社會

文本作連結。

由此看來，小報電視以個人化、重感官經驗、互文性7及口語化的方式與閱

聽人對話，因為雷同於生活中的對話經驗，而有利於閱聽人「可以透過各種閱讀

的策略進入」(Fiske, 1987: 96)與文本中未固定的「各種聲音8」作對話，真正

的「使用新聞」，因此小報電視災難新聞恰好體現了 Fiske(1987)曾提出的「生

產者的9（producerly）」文本概念。

Fiske 曾對「電視的口語性」與閱聽人日常生活的關聯性，作了極生動的描

述：「它的文本形式，不只是它的『口語形式』是口頭的，更重要的是，它被許

多它的閱聽人視為一種口語文化。他們進入而與電視『對話』，他們會談論電視、

5 小報文化的「小報」一詞表面意指其對照於傳統報紙紙張的尺寸大小，但是也隱含學者所提出
的另類「版面符徵表現」。然而，有關這個符徵表現的文化，相較於新聞主題的探討，長久以來
卻很少成為探究的重點。而後，當電視媒體也相繼出現類似小報報紙報導風格時，「小報」的概
念被延伸到電子媒體，「小報電視」（tabloid television）一詞也應運而生（王泰俐，2005：97）。
6張小虹認為各種「神蹟」在口耳相傳的溝通經驗中持續發酵的社會現象，似乎說明了民眾經常
透過民間信仰的觀點，來紓解對災難的「不可預測性」的焦慮：地方廟宇傳出神明「發爐」，中
部出現類似幸運信的傳單，以駭人聽聞的語句，預言台灣將「大地無光」、「血流成海」（張小虹，
2002：124），而星象學家則大談特談「大十字星象刑克感應」之末日將臨（張小虹，2002：124）。
7 互文性理論提出，任何一個文本都必須在它與其他文本的關係中被解讀，而且一個文本知識的
範圍，會帶來關係的延伸。這些關係並不是採取特定形式暗示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且讀者
不需要對特定或同樣的文本很熟悉，才能以交互文本的方式來解讀。互文性存在於文本之間的空
間中(Fiske, 1987:108)。
8 「作者」不會將意義帶入文本，但會集合許多聲音在其中，也就是 Bakhtin 所說的「眾聲喧嘩
（heteroglossia）」。而這些聲音最後不會以「論述階層」的形式被固定下來，所以不同的讀者
還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Fiske, 1987: 96)。
9「一個生產者的文本將可寫文本的電視特色與讀者的可親近性結合在一起」(Fiske, 198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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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與形塑它的意義與愉悅」(Fiske, 1987: 96)。研究者認為，既然閱聽人生

產意義的過程是對話性的，那麼閱聽人詮釋策略的轉變，必然與閱聽人日常生活

中的口語傳播經驗密切相關。

換言之，當小報電視文本的談話促進並傳送這個文本的意義時，它是「與特

定談話社群的文化需要產生共鳴的」（Fiske,1987, p. 78），這一方面因為口語

文化的慣例廣為人知，且與使用社群的社會情境關係密切，才使這個社群的所有

成員都或多或少可以平等參與意義的生產與傳播：談話沒有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分

（Fiske,1987, p. 79）。因此，小報賦予每一位社會成員，運用口語文化的平等

性，溝通受難經驗與情緒反應，將原本非切身的受難故事，連結到閱聽人特定的

社會位置上。

因此，道德回應與實踐的多樣性只有從電視文本被融入口語文化的過程加以

探討才行。而道德回應的形式也須這個文化共鳴的形式相連結，才能彰顯出不同

層次的道德回應與閱聽人多元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戴育賢在探討主流電視的社會文化角色（是否可能成為現代社會的「象徵共

同體10」）時，也指出「人們可能透過交談（conversation）來建構其主觀真實，

而減低對電視定義的依賴」（戴育賢，1994：178）。進一步來說，閱聽人解讀策

略的轉換，不只是在廣告時間離開電視或同時收看多頻道的內容（由電視科技的

流動特質所促成），更重要的是，小報電視易於融入當代口語文化的特性，使得

我們必須從每日生活實踐的脈絡著手，才能理解閱聽人對災難新聞的討論過程，

運用了哪些詮釋策略以順從、反抗、接合其社會位置。

就形式上來看，電視的「過度」特質提供閱聽人對新聞文本的反思與道德回

應。首先，「誇張的過度」（excess as hyperbole 或 hyperbolic excess）--這

是一種接近自知或自嘲的誇張—如：刻意使用夾雜國語的方言與俚語訪問受難

者、記者演出被大水追趕差點滅項的一幕，都讓文本負載矛盾的意義：有一個可

從字面得來且符合主流意識型態的意義，另外存有一個可以用來破壞主流意義的

意義（Fiske,1987, p. 91）。

10 伯格稱「象徵共同體」為一個可以解釋多重真實中所有人類經驗的參考架構（戴育賢，199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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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表面上看來，電視新聞記者台語訪問災民、特寫記者身處災區的狼

狽模樣…等作法，使得記者成為貼近民生疾苦的救難菩薩；但這些行為於住在偏

遠地區的原住民或常飽受風災、土石流的災民而言，將產生很不相同的意義。因

為「過度允許一個破壞性或至少是嘲諷的次文本（例如：喚起原住民被驅趕至山

上的悲情歷史；想到每逢颱風來襲就無遮風避雨之處的災民，也只有當西部也淹

大水時才會被注意到；政治人物選前發下豪語將努力治水的場景此時成了最大的

諷刺…）來與主要文本（政府成立救災小組並動員國防部的搜救部隊前往災區援

助）對立，且兩種文本都可以同時被觀眾及他分裂的主體性所解讀及享受」

（Fiske,1987, p. 91）。

其次，電視新聞畫面四周不停流動的跑馬燈，以及各種特效處理的標題與配

樂，記者與主播配合場景的特殊穿著打扮，都是另一種普遍出現在電視上的「符

號的過度」（semiotic excess）（Fiske,1987, p. 90）。而這些過度可能引發許

多文本的交互指涉性，可能是戲劇節目內容的某些情節、也可能是閱聽人實際生

活的經驗，無論如何「主動的閱聽人會為了他們自身的理由，利用這個過剩的意

義，使得人們有權力分辨他們自己與文化工業所提供的文化，以及有權拒絕文化

工業所提供的機會」（Fiske,1987, p. 93）。

從閱聽人解讀文本的脈絡來理解 producerly 這個概念，就是指一種喚起與

煽動的能力（Dahlgren, 1995: 50）。換言之，Fiske 所謂的生產者的品質，必

須從閱聽人自己的每日生活經驗著手，因為，要使文本的可利用性、可接近性提

高，就必須使出現在電視新聞上的每日生活經驗與閱聽人賴以建構生活世界的信

仰之間產生連結11。

「電視新聞必須被製作為與現代社會中更多種類的次文化有關係，以引起相

異的解讀與社會互動」（Dahlgren, 1995: 51），因此電子小報風格中的「過度」

正提供了閱聽人進入文本的入口，這個過度刺激我們的感官與情感，也對我們民

間信仰中的常識大表歡迎。

11相關性（relevance）的標準和審美標準不同，它著眼於讀者的社會情境。寄寓在文本中的相關
性標準只是一種潛力，而不是一種特質。相關性是由每一個特殊的解讀時刻所決定和激發的特
質；與審美不同，相關性受到時間與空間的制約…相關性是被讀者發現或生產出來的（Fiske,
2001, p.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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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雯（2001）在探討閱聽人與廣告文本的互動時，指出閱聽人對文本的理

解與自身生活經驗有很大的關聯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者以為，閱聽人利用

文本過剩意義的過程原本就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例如：日常生活中，閱聽人總

是帶著各種概念來看小報電視--舉凡電影、廣告、廣播、民間信仰與神話等，都

是閱聽人在理解小報電視災難新聞時已擁有的前文本。以南亞大海嘯為例，浩劫

重生或世界末日景像，早就透過民間信仰與神話故事的口耳相傳，以及電影與小

說的想像，成為閱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災難經驗。閱聽人透過各種文類表達對災

難的恐懼，因此累積了許多理解南亞海嘯災情的「實用知識」。

例如：「公益廣告中這些剪輯於災難新聞報導的畫面，在配上抒情文字、動

人音樂與旁白等情緒營造的手法後，頓時顯得越發感人肺腑，顯得越發催淚不真

實，尤其是部份採用慢動作播放的公益廣告」（張小虹，2002：112）；靈異節目

形式的新聞報導化--運用「現場的（深夜）實際探訪、目擊見證者的告白、與專

家學者、演藝人員七嘴八舌的解說強調真實性」的新聞（張小虹，2002：126）；

新聞對各種「科技迷信」的生物異象大肆報導12…等等，共同形構了閱聽人的災

難想像與觀看經驗。

因此，研究者認為，一一拆解小報電視新聞的文本結構對閱聽人的影響，不

但脫離現實解讀情境，而且對閱聽人而言也是「無意義」的。換言之，新聞作為

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只有在閱聽人將自身的生活經驗投射到新聞文本中，開啟以

新聞為起點但又完全脫離文本的討論時，才具有「生活的」意義，否則那些用來

理解小報電視的知識充其量只是閱聽人腦中一則又一則的概念而已。

就像 Dahlgren( 1995: 59）所說的：「情感（affect）當然與電視再現的實

用面向、與它的普及和它的愉悅緊緊相繫」。小報電視災難新聞不只提供命理、

風水專家對災難的觀點及預言，更常透過信徒至廟宇祈福消災的行為與證詞，促

成閱聽人從民間信仰觀點反思災難的「寓意」--民眾將觀察到、聽說到的「自然

異象」，拿來與專家「事後」從天文異象歸納推敲而出的凶兆對照。因此，研究

者好奇閱聽人在這些靈異現象、預言的交談與傳播經驗中，如何詮釋災難與人、

12張小虹在探討台灣九二一地震後普遍存在的焦慮情緒時，從報紙與政府紀念文獻中整理出新聞
文本中出現的民眾目擊經驗： 「許多民眾紛紛表示，大地震要發生前曾發現家中浴室、書房或
客廳，突然出現螞蟻大搬家的情形；二十日當天異常颳起冷冷乾乾的風，傍晚時天空又紅得像颱
風將至前，海邊的烏龜成群往來迴游，地震時，狼狗亂吠等等異象（張小虹，20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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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關聯性？

Dahlgren(1995: 59）認為，「小報電視中各種神蹟、民眾感應到神明啟示的

故事，都加深了閱聽人對災難事件的情感涉入感（involvement），並且使得無形

實體的隱性社會知識真實影響閱聽人感知災難的方式」。也就是說，閱聽人對這

類新聞的關注絕不只是對資訊或知識的需求，可能有更深層的情感需求。因此，

研究者認為，預言家對各種自然異象（包括天象、流年…等）的解讀，並不是直

接影響閱聽人對災難的詮釋，更可能的情況是閱聽人日常實踐的民間信仰，在不

知不覺中使災難對生活有了規範性意義。

就此而論，經過不同閱聽人對新聞文本的重新詮釋，同樣一則災難故事對每

位閱聽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無論是民間團體對災難的救助表現、政府督

導的防災演習等新聞，都可能因為融入道德感召力量（例如：上天不滿為政者無

德而降天災懲戒人心的貪婪與自私），而轉變為閱聽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民間信

仰儀式，「舉頭三尺有神明」或「因果報應」成為閱聽人持續行善的內在動力。

舉例來說，閱聽人的主動性，將可能與其本身的捐款或協助經驗、民間信仰

中的祈福與消災儀式，以及醫療經驗中學得的科學知識…等產生複雜的互動關

係。因此，為了把握這個開放的、擁有眾多聲音的小報電視新聞文本，如何成為

對閱聽人「安身立命」具實用性的情境知識？研究者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探討

生命史主體的民間信仰實踐及其對災難經歷的反省，以理解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如

何與民間信仰、自身災難經歷相互交織，從而與生命史主體對生活世界的感知展

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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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間信仰對生活世界的想像

研究者選擇「民間信仰」作為探討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道德回應的面向之

一，原因有二：第一，民間信仰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雖然無特定教義，但對台

灣社會的生命史主體而言，民間信仰的宇宙觀及倫理規範都在他/她們習以為常

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不斷地實踐；第二，從台灣的九二一地震、全球性的 SARS、

到美國坎翠納颶風、南亞大海嘯…等災難，慈濟、世界展望會等宗教性質的慈善

團體在世界各地發揮了強而有力的募款與動員資源的能力，這同時也顯示出社會

科學研究自啟蒙13時代以來極欲反抗的宗教權威，仍然在生命史主體理解災難意

義的生活經驗層面，扮演著情感支持者的角色。

據此，研究者主張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強烈情感表達（包括：點光明燈求平

安、捐款希望災情獲得控制…等）可能不只因為當下的生活危機，還與他/她們

日常生活中不斷對本體的安全感進行重複確認的實踐相關。從此觀點來看，各國

政府於災難發生地點舉辦各項大型消災祈福法會，所發揮的安定情感作用也就不

難理解了。再者，民間信仰以因果輪迴描述災難與人的關係，也以「天人感應」

之說巧妙地將天、地、人、神的關係聯結在同一宇宙架構之下，某種程度上也促

成一種有利於生命史主體進行本體安全感再確認的社會文化情境，所以研究者將

在本節中，整理出民間信仰知識中與災難相關的論述，以及促成生命史主體與陌

生受災者情緒互動的觀點。

一、民間信仰的定義與特性

研究者此處所指的民間信仰，並不是指特定的神衹崇拜或彰顯神蹟的儀式，

而是指泛指生命史主體日常生活中用來理解自身與外在環境關係的一套宇宙

觀、生命觀。由於「民間信仰主要思維模式是延續上古神話思維而來的，因此其

13 「為了反抗宗教權威，啟蒙哲學家一方面確立了理性與人類主體性的存在，笛卡兒的『我思故
我在』（cogito ergo sum）之所以為後世所重視，正因為這句話確立了人是能自我意識的主體。
另一方面，確立了這一原則以後，還需要一個外部判準，而這個判準便是科學，科學可以提供一
套獲致真理的嚴謹方法與關於知識的堅實基礎。這兩點對啟蒙哲學家而言是不違背的，因為科學
的判準同樣得以用在對人類心靈的研究上，因此經常出現在啟蒙哲學家筆下的『人的科學』
（science of man）或『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並非隨口說說，對這些哲學家而言，人的
主要天性的確是普世皆然的，而他們也深信我們可以透過科學方法發現這些天性」（許家豪，
20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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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緣共振14』的觀念組合原則，與『含混多義15』的意義表達原則」（鄭志明，

2001：42），相當有利於生命史主體詮釋策略的轉換。

此外，從宗教的屬性來看，楊 慶 堃 依 照 宗 教 與 世 俗 社 會 制 度 不 同 程 度 的 互 動

關係，而將華人社會的宗教區分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擴

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兩種類型，瞿海源則更進一步說明二者的差異：

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具有單獨的概念、儀式和結構的一種

獨立的社會制度；擴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神學、儀式和人事則和

世俗的社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這些宗教的元素是擴散到幾乎所

有的世俗社會制度內，它本身可以說並不是獨立存在的（1999：361）。

由這個定義來看，台灣的民間信仰一方面沒有明確的教義與經典，另一方

面，教義與崇拜儀式也不是依賴特定的專職人員傳播，而多是由長輩口述教導、

搭配各項社會習俗而流傳至今，因此，台灣的民間信仰正是一種與日常生活密切

結合的擴散性宗教。

因此，研究者就從民間信仰的兩個特性，來理解身處於台灣社會文化中的生

命史主體們的生活意義為何深受民間信仰影響：一方面，民間信仰對俗世生活有

高度的適應性，例如：「民間信仰中上至玉皇大帝，中有關帝、媽祖，下至城隍、

土地爺等，甚至對介於神鬼之間的陰神，如有應公、水流公」（瞿海源，1999：

362）等的崇敬態度，恰好與華人對祖先慎終追遠的倫理觀念巧妙結合；祭煞、

祈福等儀式也為台灣傳統社會對大自然的敬畏態度提供了信仰儀式。

另一方面，信奉民間信仰亦不一定要到特定的場所或經過特別的儀式才行，

在家族中各種祭祀活動及誦經實踐中，就已經開始學習民間信仰的觀點了（如：

14 所謂「合緣」，是指主體的價值選擇，回到民眾自身體驗的宇宙圖式中，從其既有的價值感念
與精神系統，來與上層建構的形上體系相交接，合緣者留，不合緣者去，有著主動的選擇性與調
適性（鄭志明，2001：39）。所謂「共振」，是指主體的創造作用，形成了彼此可以共同接受的頻
率，是去繁就簡的工夫，在龐雜多樣的文化形式中有其內在的律動秩序（鄭志明，2001：40）。
15「所謂『含混』，或者稱為渾沌思維，其對宇宙的認知，沒有清楚的切割空間，其本質是渾然一
體的，主體與客體是互滲合一的，彼此是不自覺的混在一起的，是以直覺的態度，朦朧地把握或
領悟」（鄭志明，2001：44）。民間信仰的宗教行為與宗教儀式，只被當作符號的象徵而已，重點
不在於符號的外在形式，而在於符號背後意象傳達的空間，提供了各種意象接受者自我意識的再
詮釋與再創造。意象的傳達，不是定於一尊的，而是多義並起，提供了主觀意象的交感經驗（鄭
志明，200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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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前後的送神、迎神儀式，供奉祖先牌位，普渡好兄弟…等行為，即實踐了靈

魂不滅、天人感應等信仰觀點）。既然不須接受師父或教義的戒律，「對民間信仰

知識的掌握」就成為一項進入門檻偏低、傳播方式多元自由的生活經驗。所以，

研究者認為，從生命史主體傳播、學習民間信仰知識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生命

史主體如何透過民間信仰與社會他人產生情感共鳴，進而形構出相互主體性的生

活世界。

基於這樣的研究視野，研究者特別關注台灣社會中，民間信仰與其他宗教相

輔相成的生活脈絡對生命史主體詮釋災難意義的影響。例如，慈濟雖然是佛教團

體，但其並未限定參與慈濟行動的人皆必須是佛教徒，所以有許多人接觸慈濟並

非宗教信仰的因素。瞿海源從楊 慶 堃 的定義出發，為台灣社會成員信奉民間信仰

的普遍情形作了有力的解釋：「中國的制度性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依賴擴散性

宗教而得以生存和發展，因為它們提供民間信仰者一些儀式性的服務，或也接受

民間信仰者的崇拜。相對的擴散性的民間信仰也接受了制度性的宗教所提供的神

話或神學概念，甚至神祇、神靈和其他象徵事物」（1999：361）。

除此之外，李丁讚、吳介民也從現代性過程中，信仰者與民間信仰間的供需

關係來理解民間信仰興盛的原因：「在現代性的洗禮下，一方面人們開始理性化，

對民間信仰的需求可能會有減弱的趨勢。但另一方面，從供給面來看，各民間寺

廟卻也在現代性的驅力下，展開一種嶄新的治理模式，透過各種大型的宗教活

動，主動積極地去創造人們對宗教的需求，使得民間宗教呈現出活潑熱絡的景象」

（2005：156）。

對民間信仰與日常生活的複雜關聯有了更清楚地的認識後，研究者更能理解

生命史主體的民間信仰實踐，是處於與其他宗教信仰「和諧並存」的狀態。在這

個基礎上，研究者將進一步補捉信仰者詮釋災難意涵的動態性過程、理解民間信

仰對閱聽人與受難者的情感共鳴過程產生何種影響？

因此，研究者主張，信奉民間信仰的生命史主體，會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常民

知識（不僅有宗教經典教義的訓誨，更包含了遠古創世神話或民間傳說尊重天、

地、人的倫理規範）、積極地回應其信仰中對災難所象徵的文化意涵，換言之，

生命史主體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確認自我的本體安全感。誠如鄭志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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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間信仰不是雜亂無章的，不是隨意拼湊的，而是心靈精神活動的再組織，

有著主體需要的深層動因，這種動因的主要內涵，即為『合緣』與『共振』，是

觀念與情感的有機整合，建構出內在統一的特有文化形式」（2001：38）。因此，

這個積極回應的過程，在情感上具有促成不同生命史主體間共同建構出相互主體

的世界觀的潛能。

二、民間信仰論述賦予災難的象徵意義

注重天、地、人、神關係和諧共存的民間信仰，認為破壞此平衡系統的災難

即是均衡和諧的宇宙觀遭到破壞的象徵，因此民間信仰將災難的發生與人世間德

性的敗壞淪落產生意義上的連結。例如，RAimund Th. Kolb 在一篇探討天災期

間官辦儀式意涵的文章中強調：「所有的社會階層都視煌災為地方官失德所招致

的天譴，因此，成功的控制災情被認為是修德與儀式執行無誤引來神助的結果」

（康豹、吳秀玲，2004：10-11）。這種「敗德遭天譴」、「修德可避禍」的想法，

在反身的層面上，促成了生命史主體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自身的不安全感。

丁仁傑（2003：52）在探討 SARS 災情發生後，引起廣泛討論的災難相關論

述與實踐時，也提出類似的概念：

在傳統的華人社會裡，套用 Douglas(1973)的架構來說，在此社會裡，最基本的

互動與組織模式，是小型面對面社區中，內部『格』（grid）（也就是社會內部

人群互動的角色規定）與對外界『群』（group）的界限都很明確清楚的情況。

當災難出現，群體的疆界（群）受到威脅，這往往被認為是和內部『格』的混

淆有關，社會接著乃會以強化人際規範以及階序性關係（格）的方式，來進行

一種內部潔淨。在此，災難代表著天機，或是人天感應之後的負面化效應，宣

稱了社會內部的不潔與混亂，它必需以驅除性儀式、祈求恕罪的祈禱、和道德

性的行為來加以化解。

研究者認為，上述這些民間信仰賦予災難的象徵意涵，並不是一個單向的定

義過程，而是必須在生命史主體相信、肯定此意涵與災難現象的關聯性時，災難

與道德的關係才真正存在生命史主體面對災難的情感經驗之中。也就是說，無論

科學如何解釋各種災難的成因，這些民間信仰對災難的詮釋角度，仍然在喚起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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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與受難者情感共鳴的立場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此外，研究者從丁仁傑歸納出的四種災難相關論述（表 2-1）中獲得具體的

啟發：天命主義從災難現象，反思執政者與民眾在道德與生活方式上的錯誤；共

業倫理觀點則從災難現象，反思惡業聚集產生的苦果。此兩種論述，都隱含了災

難是一種可以操作的象徵符號。也就是說，信仰者對「道德」的培養、提升就是

一種化解、減少災難發生的積極作為，因此，信仰者可於日常生活中尋找各種提

升道德的機緣，如：捐贈、助唸、助印經文、造橋鋪路…等都是減少災難的好方

法。

對傳染病的相

關看法與社會

實踐

災難認知基本

模型

社會危機的成

因

化解危機的方

法

關於社會身體

的想像

社會危機中社會

性取向的展現

A. 風險理性 科技的非預測

性結果以及現

代組織系統之

僵化與失控

改 善 決 策 品

質 、 建 立 溝

通、檢驗與批

判管道，產生

合作治理模式

弱：風險不受

國界限制，超

越 不 同 社 會

（也就是超越

了個別性的社

會身體）

強化溝通與市民

參與，建立各部門

資源互補與資訊

流通的合作機制

B. 天命主義 執政者與民眾

在道德與生活

方式上的錯誤

舉行禳祭、祈

禱、齋戒、以

及謹守相關道

德規範與宗教

戒律

強：認為華人

道統有其歷史

延續性

強化對傳統道德

的遵守、舉行公共

性儀式以及試圖

重建權力的文化

網絡

C. 以交互關

聯性為出發點

之共業倫理

業力聚集所造

成

祈禱、齋戒、

放生，以及相

互合作與關愛

強：透過集體

主義價值而將

人與人的關係

連結起來

強化社會連帶，並

創造「帶有集體主

義文化價值」的公

共場域

D. 具有個人

主義性質的整

全性信仰

人類錯誤的信

念所造成

認知錯誤，化

解恐懼，致力

於個人心靈成

長以轉化社會

弱：以個人為

焦點，但相信

所有生命間有

某種內在的關

聯性

強調回到心靈源

頭，透過個人心靈

提昇來轉化社會

表 2-1 SARS 疫情中認知災難的基本模型與相關社會實踐（丁仁傑，200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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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民間信仰對生命史主體而言，不再是逃避現世的迷信說法，反而

是幫助他/她們積極排除生存困境的實用知識，因為「這些論述提供了民眾素材

來建構自身的認知主體，使其可能在一個象徵性的層次，實際面對現代社會中災

難所帶來的恐懼與焦慮」（丁仁傑，2003：62）。

另外，研究者從蒐集到的新聞報導中亦發現，這些靜態的民間信仰論述之所

以能在特定情境中發揮安神作用，是因為閱聽人主動將這些論述接合到自身的生

命經驗中。例如：東森新聞（2006 年 2 月 10 日）報導一位小男童從三樓墜下卻

僅皮肉傷的災難新聞時，指出阿公阿嬤認為「這是神明保佑，所以要在廟裡繼續

當義工」；民視新聞台（2006 年 2 月 27 日）報導了 50 萬噸大石滾落，卻非常巧

合地未擊中民宅。死裡逃生的屋主受訪時頻表示「這是因為受到地基主的保佑」。

除了這種將逃過一劫歸因於神明保佑的詮釋角度，閱聽人（無論是警方、竊賊本

身、被波及的路人或是位於各處收看小報電視的閱聽人）也以「舉頭三尺有神明」

的詮釋角度，去理解從事竊案或不法事件的嫌犯心理並維持社會秩序（2006 年 2

月 23 日，TVBS 電視台新聞，「吃神夠夠」 竊賊偷金牌還求保佑）。

甚至，總統也慎重看待這些民間信仰對人民的安神作用，而在台南大天后宮

媽祖神像毀損重建時，親自出席參與典禮儀式，從「媽祖自毀替台灣人民承難」

（2006 年 2 月 17 日，中廣新聞網）的詮釋觀點，來解釋「神像毀損」與「去年

台灣災難不斷」二者間的關聯性。而民間信仰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聯性，使得閱

聽人與民間信仰互動的可能性存在於各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活經驗中，例如：台

灣日報（2006 年 2 月 28 日）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專訪到受難家屬廖先生，他

在回憶 59 年前的災難記憶時，談到「自己半夜夢到神轎叫醒他快逃到甘蔗園避

難」的記憶，他說現在這條命是「老天爺給的」，因此常到廟裡幫忙、回饋廟宇。

綜上所述，在探討了民間信仰對災難意義的詮釋觀點及閱聽人與民間信仰的

互動過程後，研究者認為，生命史主體豐富的生命經歷，才是決定這些論述如何

被積極運用於日常生活中的關鍵因素，因此，研究者擬在下一節中探討生命史主

體如何與災難經歷持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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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命史主體與災難經歷的對話

不同的生命階段都有遭遇災難的可能性，相對的，不同的生命階段詮釋災難

經歷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雖然面對災難的情緒與反應是每位生命史主體無法事

先想像、也不願體驗的生命經歷。不過，災難經歷的發生，勢必影響著生命史主

體對災難意義的詮釋，無論是個人的生命觀、價值觀、或者人際網絡、社會互動

關係等，也多少會因為生命歷程的衝擊而產生改變。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特別

關注生命史主體如何援用民間信仰論述，去解釋自我遭逢災難的生命意義：生命

史主體此一詮釋過程，一方面顯示出他/她們對災難與道德關係的理解，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他/她們對災難的道德回應。

因為，在前一節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已發現民間信仰亦賦予災難某些正向的

意涵，所以，研究者試圖進一步理解生命史主體，如何在遭逢災難的生命經歷中

反思自身從媒介經驗，以及民間信仰實踐中，學習到的災難論述與詮釋框架？換

言之，研究者將從災難對生命過程產生的重大情緒衝擊，探討流動的主體性如何

適應、抒解自身的受難情緒。

研究者蒐集南亞大海嘯一週年的新聞時，從一些人情趣味的故事中發現災難

意義似乎是隨著受難主體不同的生命經驗而轉變的。例如，一名婦女在海嘯中失

去了愛子，她下定決心要把孩子給「生回來」，一年後她果然產下了「海嘯寶寶」

並且相信他就是失而復得的小孩。另外，一名於海嘯中受重傷的病患，卻因為醫

生的細心照料而愛上她，在康復後也決定向醫生求婚，與救他一命的恩人分享「重

生」的喜悅。

由這兩則災難新聞例子看來，受難者將災難經歷重新連結到對其生命重要的

事件上（如：生育下一代、結婚），因而扭轉了災難對生命的破壞意義，使生命

史主體接受此災難經歷賦予他的新生活。「有關災後成長的可能因素，可歸結於

個人的改變動機（主動性）、正向情緒的作用、個人與社會資源的獲得，以及個

人價值觀的轉變，而後者又通常與突發性的轉變有關，是故我們可以看出個人價

值觀轉變在其中的重要性」（陳盈如，2004：26）。所以，研究者認為，災難經歷

的結果、及其引發的生命歷程改變，都會影響生命主體對災難的理解，也會進而

影響他對其他受難主體的感受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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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受難者可能因為自身的情況無挽救的餘地，而怨嘆他人的遭遇怎

麼如此幸運？但也有些受難者在體驗過生離死別的痛楚後，不忍心再看到他人受

同樣的苦，而決心以幫助他人重建生命意義為己任。但是，研究者認為，不管是

基於怎樣的心情，受難者尚未平復的情緒更需要與他人溝通互動。因為，在個人

「…更直接的理解逆境中的自我，也就是去詢問這樣的經驗，讓我更了解那些更

關於自我、以及與他人間的關係」（陳盈如，2004：30）後，才能抒解對生命不

確定性的恐慌。

換句話說，當受難者在不斷與他人的災難經驗對話、溝通後，將逐漸產生一

套對災難經歷的詮釋策略，也可以重新獲得對生活的掌控力量，滿足其不斷確認

本體安全的渴望。所以，「當發現個人可以利用創傷性事件，或復原後的力量來

幫助他人時，也可以增加對事件可管理的感覺、增強個人的力量與價值，並且從

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得到支持的力量，因而也發現其中的意義」（陳盈如，2004：

26）。從這個角度來看，生命史主體在遭逢生活重創後，可能透過民間信仰的活

動與其他受難主體產生對話，如：參加法會而結識其他也有受難經驗的信仰者。

盧蕙馨（2000：338-339）在探討佛教徒入信的情感機制時，指出：「田野資

料顯示出，懺悔16標示的『淨化』作用，除了『改邪歸正』的意義外，也有個人

重建生命史，團體交融等豐富的意涵，且相當程度地被用來做為凝聚佛教社群成

員身分認同的象徵媒介」。民間信仰雖然從因果論詮釋災難的發生，但也提供了

懺悔的機制供受難者脫離苦難。信仰者所受的苦難既然與三世因果有關，那麼誠

心懺悔才能改變整個生命歷程；甚至，有些苦難的降臨更代表了洗滌心靈、對受

難者德行的試煉。因此，研究者以為，探討生命史主體與災難經歷的對話經驗，

一定不能忽略生命史主體接觸民間信仰的過程，才能理解生命史主體如何與社會

他人達成相互主觀的理解。

另一方面，生命史主體在災難經歷之後，如何使用小報電視災難新聞抒解受

到驚嚇的情緒，也是影響生命史主體從情感面反思災難規範意義的重要生活脈

絡。因為，生命史主體目擊災難的過程，不只是一種生理上的外在表現，更象徵

16 「懺悔的情感表述提供他們口頭建構個人生命史與「道德我」的機會，使他們也有機會出頭成
為公眾人物，所謂有崇高道德或精神生活，不再屬於那些會著書立說的菁英份子的專利。加上懺
悔的道德前提是「人人都有犯錯的可能」，此類情感表述可說也塑造了社會關係平等化的另一種
社會真實」（盧蕙馨，20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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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種心理狀態的改變--強行自社會連帶關係中被撕裂開來。因此，這個目擊經

驗具有情感渲洩與凝聚群性的文化意涵，它同時也內含了對話（dialogic）的性

質。

當民眾提供的「目擊照片」與「立即認供/懺悔（immediate confession）

的劇烈感覺」，例如：「『我全都看到了…我沒有停下來幫忙他們。我腦中只想到

如何救自己』」( Kitch, 2003: 217 )一再被小報電視引為災難事件發生的佐證

時，生命史主體的證言不但成為生命史主體間不斷關注、談論、轉述、理解等情

緒反應的「紀事」（chronicle）17，「這些姿態已不僅僅是『美國人』如何回應災

難的『報導』而已，這些照片的拍攝與刊載本身，就是一種儀式活動」( Kitch,

2003: 218 )。研究者認為，這些由災難現場逃出的生命史主體，在驚魂未定的

情緒下，努力地向社會他人告解自己的目擊經驗，以減輕自己顧著逃生而沒救他

人、或者眼睜睜地拍下災難慘狀而無力救援的愧疚感。

由於記者加入主觀情感的報導語氣，與那些目擊民眾的證詞同樣激昂，因此

在新聞敘事跟隨著這股強烈慾望的情況下 ( Kitch, 2003)，生命史主體得以透

過活用小報電視文本與社會他人溝通心理的真實感受，暫時舒緩焦慮情緒，以回

歸正常的生活步調。例如，Meijer( 2001: 196 )針對美國人民突然遭遇九一一

事件時的驚恐情緒，指出美國民眾陷入瘋狂地交談與進用媒介等現象，的確有利

於閱聽人抒解無助與恐慌的情緒--「遭逢重大變故後的孤立無援感，可以被預防

或減少，同時社群感可以因此促進，因為此時一個涉入對話情境中的人都被賦予

機會談論自己的『失落感』」。

總結上述，研究者認為受難者的「目擊」動作真實「參與」了小報電視新聞

紀錄災情的行動，而此種災難經歷又對受難者的生命意義產生重大的改變。而民

間信仰相關的災難論述，則可以在受難者生命的轉彎處，促成其與其他類似遭遇

的生命史主體產生情感共鳴經驗，而這樣的情感共鳴經驗在生命史主體日常生活

實踐下，可以更確立他/她們對災難意義的道德回應方式。

17「U. S. News 和 World Report 提到擴展生還者與目擊者「證詞」必要性，並且作為國家最初
的懷疑的一部分：『美國人不斷地討論，爭扎著理解這個大屠殺。他們塞爆了電話線，鄰居後院
籬笆後的鄰居提及此事，發送電子郵件，聚集在酒吧裡的電視機周圍…他們運用文字試圖整理這
個無意義感』」(轉引自 Kitch, 200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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