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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達基 
一個崇敬團體

一、專業背景

我於1955年以特優（magna cum laude）的成績取得哈丁－西蒙斯大學（Hardin- 

Simmons University）心理學學士學位。我於1959年以優等（cum laude）成績

在紐約協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完成了神學碩士

學位。我在1963年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取得宗教與哲學博士學位。

過去1962–1965年間，我在厄爾巴索（El Paso）的德克薩斯大學哲學系擔任全職

教師，1965–1969年在聖安東尼奧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的宗教系，升至

副教授，1969–1975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宗教研

究系，升至正教授。自1973年起，我受聘為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宗教研究正教授職，1975–1986年間以及1993年至今擔任宗教研究

系主任。

我是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美國

宗教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宗教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美國神學學會（American Theological Society）、

加拿大宗教研究學會（Canadi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加拿大神學

學會（Canadian Theological Society）、宗教研究理事會（Council on th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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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的長期成員。我在這些專業學會中主持國家辦公室、專業委員會或擔任編輯委

員會。

我是宗教和文化哲學家，專長是當代宗教。因此，我主要是關注主流和新興宗教之宗教信

仰和實踐的改變，因為這些先期和新起的宗教回應了現代生活的挑戰和變化。我定期在南

方衛理公會大學的大學部和研究所教授宗教比較、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課程。我還持

續在我的專業領域進行學術研究和出版的計劃，出版了五本關於現代宗教思想的書籍，

書名為《激進基督教》（Radical Christianity，1968年），《H．理查．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1977年），《破碎光譜》（The Shattered Spectrum，1981年），《可怕的溫

順：關於宗教和革命的論文》（The Terrible Meek: Essays o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1987年），《德克斯案例：醫學倫理和人類意義文集》（Dax’s Case: Essays in Medical 

Ethics and Human Meaning，1989年），也在這類權威學術期刊，發表了相當多文章，

如：《哈佛神學評論》（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宗教期刊》（Journal of 

Religion）、《美國宗教學院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宗

教研究》（Studies in Religion）、《宗教生活》（Religion in Life）、《宗教研究評論》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和《宗教科學研究期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身為一位現代宗教的專家，我對山達基教會進行了廣泛的學術研究。我閱讀了相當多L. 

羅恩 賀伯特著作出版的重要理論文本，查閱賀伯特先生和教會行政人員及教會主管編寫

的許多技術和行政管理公報，也審視了教會所提供的各種課程當中，教師和學生所使用

的訓練手冊。我也讀過一些關於山達基教會的媒體評論和學術研究。此外，我還與山達

基人進行了交談，參觀了他們在紐約市的第46街教堂和第82街名人中心，他們在佛羅里

達州清水鎮的旗艦服務機構，以及他們在達拉斯的名人中心。

二、任務

我受到請求，針對兩個廣泛的議題，提出我的專家意見：（1）以「宗教」的各個面向來

看，山達基是不是一個「宗教」？以及（2）以各個面向來看，山達基教會是不是一個「實踐

崇敬的場所（places of worship）」？我瞭解到山達基教會是否為一個「實踐崇敬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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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敏感議題會產生有其行政訴訟的背景，可以決定它是否具有資產免稅資格。我不是

以任何專門技術或法律觀點來處理這些問題，而是以我在宗教哲學和文化上所具備的能

力，以及我對包括山達基在內的現代宗教，所具有的特別認知來處理的。

在接下來的那些討論裡，我的專業訓練和學術研究，讓我有理由相信山達基在宗教的各

個面向來看，它就是一個宗教組織，因為它符合了任何傳統宗教在學術上的定義，它致

力於任何宗教所追求的目標，而且它也展現了任何宗教社團所涵蓋的範疇。我也相信以

每一個角度來看，山達基就是一個崇敬的團體，因為它崇敬的目的是絕對與超凡兼備的，

它崇敬的方式是靈性與教育兩者並蓄的，而且其崇敬場合兼具私人與公眾性質。

三、山達基為一個宗教組織的分析

三、（一）山達基符合任何宗教的傳統定義

許多在宗教研究領域上的學者，純粹以功能上的術語來定義宗教。在這條脈絡上，或許

這兩位對於宗教的學術性定義，是最廣泛為人接受的，一位是哲學家保羅蒂里希的「被

一個最終的重要性所擄獲的存在狀態」，以及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施特倫（Frederick 

J. Streng）對宗教的界定「一種最終蛻變的方法」。像這些以某種事物來認證所有其他

事物的主要做法，或者任何轉變一個人直至核心力量的探索，基本上都可以在意義及目的

上被視為是宗教。這些在學術上，對於宗教定義的功能性探索，相當類似於宗教的合法

定義，闡述於西格訴美國案，380美國163，1965年（Seeger v. United States, 380 U.S. 163, 

1965），它明訂了「宗教的訓練和信仰，包括那些在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真誠且有

意義的信仰，它跟那些以至高之神為主要信念的信仰是平行的」。

對於宗教的功能性探索，雖然我能理解其中的學術實用性，以及法律優先權，身為學者

的我，仍要以更狹義的宗教定義，才更符合我工作的目的。類似於許多其他學者在宗教

研究領域的探索，我在實質上將宗教定義為任何信仰和實踐的體系，聲稱可以使個人

和團體與他們超然的存在基礎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定義的要素都是很重要的，因為

它們指出了每一個有組織的宗教傳統，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層面。每一個宗教都是一套信

仰和實踐的體系。宗教提供了一個方法，能夠瞭解這個世界的神祕以及其意義，並且參

與其中。每個宗教都會維繫並支持個人及團體。宗教把個人聯結到一個團體，團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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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具有類似的想法和行動。最重要的是，每個宗教都奠基於一個超然的境地。我以

「超然的境地（transcendent ground）」來描述宗教，通常會刻劃出來的，是那個介於

通俗世界與超然的存在或力量之間，可以整合及成就通俗世界的特質。宗教常常把這個

超然的境地講述為神聖的、天賜的或者是無限的，而賦予它像這樣的稱號為上帝、阿拉

或婆羅門。然而不管如何稱號或解釋，每個宗教都會申明某種終極真實性，來回答人類

存在的生死問題。所有宗教跟這個終極真實性的關係，就是它們區分的指標。

毫無疑問的，山達基符合了功能上和法律上，對於把宗教當作「終極重要性的狀態」或

是「終極蛻變的方法」的定義。但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山達基符合了我所提出來，在學

術上範圍較窄的宗教定義。山達基呈現出一套信仰和修行的體系，聲稱能夠把個人及團

體，與所有存在的超然境地整合在一起。更精確地說，山達基符合了任何宗教所不可或

缺的測試，因為它申明一個人存在於超凡境地的真實性，而且是以全然靈性的方式來瞭

解這個超凡境地。

山達基人看到了人類的生命，必須致力於生存，橫跨八個動力或目的。他們呈現出互相

影響的八個動力，就像同心圓一樣，其中，個人存在的第一動力受到更多共有及靈性存

在的動力所環繞包圍與維持著。因此，存在橫跨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動力，而且指向了生

命終極靈性的原點與命運。第一動力是透過個人的存在追求生存的渴望；第二動力透過

家庭生活追求生存；第三動力透過團體；第四動力透過人類種族來邁向追求生存；第五

動力透過所有生命形式追求生存；第六動力透過物質宇宙追求生存；第七動力透過靈性

的宇宙追求生存；以及第八動力透過至高之神或以無限的形式追求生存。因此，前面的

六個動力在日常世界當中，與靈性良好狀態息息相關，同時，第七和第八動力將日常的

存在與靈性的真實範疇結合在一起，徹底超越了日常的肉體與社交的世界。

山達基的第七動力聲稱有一個徹底超越有形身體和物質世界而存在的靈性層面。像這樣

把人當作精神個體的觀點，就類似於印度教不朽的阿特曼（Atman），及基督教永生的

靈魂。在山達基，真正的個人並不是身體，更不是那些用來裝扮及延伸肉體生命的東

西。真正的個人，是一個會運用有形的肉體及物質世界，天生良善的精神個體。山達基

人把這個不朽的精神個體稱為「希坦」。理想上，當他完全運作的時候，希坦能夠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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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的知識與力量。然而，希坦無法以「處在主導點」這樣的方式充分而自由地運作，

除非他們從過去許多輩子體現的存在所累積的心理障礙，以及有害的身心副作用當中解

脫出來。這些心理障礙被山達基人稱為印痕，在希坦可以恢復他的創造力與智慧之前，

必須要被擦除。這個擦除印痕的程序，在山達基稱為清新，它是賀伯特先生在戴尼提的

靈性治療技術及山達基的應用宗教哲學上所發現並使之完備的程序。

山達基的第八動力聲稱是一個生命的靈性境界，它徹底超越了經驗自我和物質宇宙。山

達基人不願意，對於這個最高靈性的層級，聲稱有完整的技術控制及哲學上的瞭解。但

是這樣的不情願，在世界上的宗教有其漫長且光榮之處。古代的猶太教抄寫員，出於虔

誠之心，在「神的榮光（shekinah glory）」前面，不敢寫下神的名字。中世紀的基督教

神學家，在談到神的時候，只以「反向的方式（the way of negation）」來認知神的超凡

差異性。中國古代的聖人堅稱：「可以設想出來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Tao）』。」

中世紀印度神祕主義者，把至尊無上的真實性，描述為「在他面前，所有的人都為之語

塞」。山達基回應了這個同樣老字號宗教的謙遜，它在清楚地申明之時，卻沒有徹底地

解釋個人「透過至高之神」或「以無限的形式」之終極生存。

三、（二）山達基致力於任何宗教所追求的目標

每個宗教都是在追求拯救。的確，宗教的需求，首先發源於認知到人類的世界有一些不

太對勁的東西。每個人類都生活在死刑之下，它威脅著要將每樣東西都化為烏有。文化

理想以及社會機構可以強化個人的存在與價值，但是卻沒有辦法達到全面性及永久性。

人類所擁護的理想全都失敗了。人類所建構的帝國全都失敗了。混亂及毀滅似乎壟罩著

所有人的生命，但是每個宗教都承諾了穿越或繞過之路。這些世界上的宗教都有其不同

之處，不管那條「路」是個人或是共享的，是人類或是上帝的成果，是地球上或是上天

的獎賞。但每個宗教對於所有那些學習靈性課程，以及在生活上持靈性戒律的人，都承

諾了能得到拯救、超脫死亡。

拯救不侷限於最終能戰勝另一個世界或來世的死亡。宗教提供拯救以擺脫心理混亂、生

理痛苦與瓦解人類當前生活的道德混亂。宗教通常承諾有此能力且提供方法來處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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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所有情形。宗教提供力量和慰藉，給那些分析能力、身體耐力和道德洞察力都已經

到達極限的人。簡而言之，宗教的建立是為了擔負起人類困惑、痛苦和執著的「最大承

載量」。

就像其他宗教一樣，山達基不僅承諾死亡的解答，也提供一個方法來克服人類的困惑、

痛苦和執著。標準山達基的定義，出現在大多數出版品的扉頁，直指幸福生活的三個終

極威脅：「山達基是一門應用宗教哲學與技術，能解決靈魂、生命和思想方面的問題。」

對山達基人而言，這些困擾人類的問題，最終還是屬於靈性層面，而非只是身體或心靈

層面。靈魂，或更恰當的說法，希坦，背後有個缺陷，會弱化身體和暗化心靈。但山達

基承諾要讓希坦從前世遭受到的那些災難性潛意識記憶，和今生承受的虛弱（覺察力鈍

化和能力弱化）當中解脫。因此，山達基追尋個人的目標：清新人類的心靈、身體和靈

魂的所有偏差錯亂。

就像其他宗教一樣，山達基在尋求拯救，涵蓋未來「世界」的生命以及這個世界上的生

命。山達基追求拯救，其核心是在於靈性諮詢程序，稱為聽析 ── 類似於西方的告解和

東方的冥想技術。聽析能清淨希坦的內在生命，並且讓他處於中心地位。第一階段的聽

析，主要是處理精神層面，關於個人、家庭、社會與過去生活的動力，設計來賦予人類健

康和快樂。接下來的聽析步驟，是深化個人的靈性覺察力與能力，最後讓希坦擺脫對身

體和物質宇宙所有的依賴。簡而言之，山達基對那些穿越「通往完全自由之橋」的人，

承諾了此生和永生的快樂。

最後，山達基人並沒有侷限在單獨的個人透過清新所能獲得的靈性幸福。靈性聽析技術

的終極目標是「清新這個星球」，藉此創造一個全球性仁慈與永久和平的靈性狀態。聽

析，這是山達基宣稱的「靈性技術」，可去除造成敵意與偏見、不平等與不公義、戰爭

和剝削背後的靈性因素。只有當這個星球因此清新，才能讓人類達到一個「沒有瘋狂、

沒有犯罪且沒有戰爭的文明」。

三、（三）山達基展現出所有宗教社群的層面

如同前述的討論所顯示，宗教不只是私人事務。儘管宗教提升人類內心，且讓他們找到

依歸，宗教仍然算是社會與歷史的現象。個人的宗教經驗是從宗教社群而來，社群能保

存宗教並且傳遞給下一個人，從這一代傳給下一代。如此，每個宗教社群，是由四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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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且互相關聯的層面所組成的。宗教社群的結構為宗教信仰系統、宗教修行活動、宗教

組織和宗教領袖，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宗教傳統具有理論和實務層面，以及個人和社會

層面。

就像所有宗教一樣，山達基堅信一個獨特的宗教信仰體系。每一位山達基人吸收這些信

念，透過個人與團體，廣泛地研讀L. 羅恩 賀伯特編寫的哲學、技術、品格和信條。事實

上，這些著作是山達基宗教信仰的權威來源。因此，賀伯特先生的著作具聖典的功能，

其對於山達基的權威性力量，等同於基督教的聖經、猶太教教律、回教徒的可蘭經、耶

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的摩門經，或基督科

學教會（Christian Science Church）的「科學與健康 ── 聖經之鑰匙（Science and 

Health with Keys to the Scriptures）」。如上所述，賀伯特先生被視為山達基的創始人，

類似於穆罕默德被視為回教的創始人，或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被視為摩門

教的創始人。

就像其他宗教一樣，山達基維持一個獨特的宗教實踐體系。山達基人根據山達基教會的

儀式，慶祝婚姻儀式、命名和葬禮。但山達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實踐靈性聽析和訓

練。聽析和訓練構成山達基的「通往完全自由之橋（Bridge to Total Freedom）」的兩邊。

山達基聽析，有些類似基督教告解和佛教冥想，不僅僅是另一種版本的心理諮商或精神

分析治療。聽析是靈性的鍛鍊，藉此希坦「清掉」他們的「印痕」 ── 擺脫那些暗化心

靈且弱化身體的靈性陷阱。這個清新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步驟。在聽析的每一個階

段，會達到更高層次的靈性覺察力與能力。的確，當夠多的個人被清新，也有機會清新整

個星球。根據這些個人與集體的聽析目標，山達基人也從事神聖的任務：散佈山達基訊

息，和提供聽析給其他人。就像其他傳教式宗教如佛教、基督教與回教一樣，山達基試圖

向全世界散布它的訊息及拯救的方法，最後遍及整個宇宙。山達基訓練對信徒自己的靈

性啟發是有必要的，對於落實全球任務而言更是絕對有必要。訓練包括在輔導之下，密

集地學習L. 羅恩 賀伯特的著作、演講與影片。像聽析、訓練課程以循序漸進的步驟進

行，被設計來加深靈性啟發及培養聽析技術。最後，唯有接受聽析及訓練的山達基人，

能擁有靈性技術來指引別人，跨越通往完全自由之橋。

就像所有宗教一樣，山達基已發展出專業的組織結構與領導能力，以服務其成員並傳播

訊息。山達基是個自發性宗教社群，在嚴格分層的控制之下正式地組織起來，分佈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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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的宗教活動。山達基宗教服務，是透過五種不同的宗教中心來提供，取決於該中

心的聽析與訓練等級。一般來說，較高等級的機構能提供所有較低等級中心與教會的服

務。山達基中心提供所有「通往自由之橋的路徑」以及較低「等級」的聽析到清新者狀

態。山達基教會，也稱為機構，位於主要城市，提供所有「通往自由之橋的路徑」，可以

訓練到「五段結業聽析員（Class V Graduate Auditor）」和聽析到「清新者」狀態。聖

崗機構和高階機構位於英格蘭、洛杉磯、哥本哈根、雪梨，專門從事聽析員訓練與中段

的「OT」（運作中的希坦）階層往上到達「OT五」；山達基位於佛羅里達州清水鎮的

旗艦服務機構，提供所有服務直到最高階層的訓練，並可聽析到「OT七」。最後，只

有旗艦船服務機構能提供最高等級的聽析「OT八」。

山達基教會的分級結構是根據宗教基礎，具有宗教上的目的。教會的法人架構是設計來

整合與輔助宗教事務結構。大部分的個別組織是分開的法人組織，在國際山達基教會（宗

教的母教會，負責信仰的宣傳與傳播）的指揮和授權之下運作。宗教技術中心負責維持

山達基的應用宗教哲學和靈性治療技術的「純正」。在複製法人模式方面，山達基教會

反映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機關，如同羅馬天主教會反映中古世紀文化封建貴族，以及新

教教派反映現代文化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但任何宗教的特定組織形式，是以它所服務的

獨特宗教目的來做清楚的區分。

山達基教會的領導力，來自L. 羅恩 賀伯特指揮的宗教願景和權威。不同於佛陀和耶穌這

樣的古老宗教創始人，賀伯特先生並不是山達基人的宗教崇敬的對象，雖然他代表的是

偉大宗教欣賞和愛慕。相反地，他發現並發展出的應用宗教哲學和靈性治療技術，自有

其神聖之處。然而，山達基人視賀伯特先生為人類和宇宙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物，因為

他已經獨自找到一條路，能穿越死亡和所有「驅向死亡」，那些會剝奪它天生的健康、

快樂及超自然覺察力與能力的事物。事實上，山達基人相信他們的創始人，在他過世

時，解脫他的身體和這個地球的限制，繼續他的生命征服旅程，「直到自由之橋的另一

端」。

山達基還沒有發展出早期宗教傳統中的全範圍宗教專家。根據山達基的信仰與實踐，並

沒有「治療者」或「聖人」的空間，也不需要「先知」或「改革者」。但通用的角色「牧

師」和「教師」已穩固地確立，雖然山達基人稱這些宗教職務，是山達基教會的牧師也

是職員。完成指定的課程研讀和實習之後，教會會正式任命為山達基牧師，這些受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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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師被授權可以進行週日禮拜、婚禮、命名和葬禮，以及提供適當的靈性聽析與訓

練。山達基的職員會在教會組織中各個階層和部門當中，訓練為各式各樣專業教導與管

理角色。有些山達基牧師和職員也屬於一個特別的宗教階層，稱為海洋機構（Sea Organi-

zation），其成員簽署同意服務十億年，一起努力要使山達基中心與教會讓人往橋上移

動，藉此推動教會的目標：清新這個星球，最後清新這個宇宙。最後，山達基也透過一

群高度致力奉獻、受過訓練的教友來傳播宗教信仰與實踐，這些人也能夠提供靈性聽析

以及適當階層給山達基的大眾。

三、（四）結論

以我專業訓練的立場與上述的學術研究總結，我相信山達基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宗

教。當然，山達基的靈性教義與具體組織是獨特的，適合這樣的一個新宗教 ── 試圖結

合東方宗教的靈性與西方宗教的史實，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教派」，尊重其他宗教傳統

同時也超越他們。然而山達基顯然符合任何宗教傳統裡的學術定義，顯然是在追求任何

宗教追尋的目標，顯然也展示了宗教社群的任何一個層面。

四、山達基為一個崇敬團體的分析

崇敬是每個宗教固有的部分，雖然不同宗教之間對於崇敬的實踐方式也不相同。宗教和

崇敬之間解不開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常識，認知崇敬代表著敬慕忠誠與奉獻。這種獨特

的態度和行動，宗教的功能性定義當中，有這樣清楚的含意：「終極重要性的狀態」或

「終極蛻變的方法」。崇敬是朝向強烈興趣。崇敬的態度與行為，在宗教的實質定義中

變得更明顯：「符合個人與社會存在的超凡基礎。」崇敬是朝向超人的力量。不管是以

哪個定義來研究宗教，所有宗教都是以崇敬開始，以崇敬結束。

崇敬的概念所包含的態度及行為範圍，延伸到整個宗教的活躍面。以最廣泛的範圍來看，

崇敬包括所有儀式、典禮、慶典、實踐、紀念或為了神聖的目的而在神聖的環境裡進行

服務。以這個見解，崇敬的表現可以涵蓋全部，從大眾慶典到私人沉思，從嚴肅的慶典

到習俗慣例。但「崇敬」一詞通常都是指透過有紀律的行動過程，刻意耕耘不間斷的宗

教信仰、價值觀和情感。因此，崇敬讓整個人處於神聖儀式下的固定模式，正如特定的

宗教傳統所定義的。當然不同宗教傳統之間，對於崇敬的對象、形式與場合，都有所不

同，這取決於他們對於神和人類真實性的獨特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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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山達基的崇敬對象

在宗教的長遠歷史中，崇敬的對象涵蓋了一切，從超自然力量到大自然地標，從看不見

的力量到英雄人物，從抽象的原則到具體的符號。但是歷史學家阿諾湯恩比，曾經指出

人類各種崇敬行為可以簡化為三個對象或目的 ── 大自然、人類及最終真實性，這最終

真實性不是大自然或人類，不過是依靠它們而存在，同時也超越它們。

大部分宗教歷史學家都同意宗教最早的形式，根植於對於大自然現象，或對於教區社群

的崇敬。古代的多神主義，就是慶祝自然環境或人類世界中的力量和潛在可能。這些崇

敬的形式，絕對沒有從地表上消失。但那幾個偉大的「世界宗教」，都是將焦點放在對

於最終真實性的崇敬，最終真實性是超越自然和歷史的。

這最終真實性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看法。廣泛地說，西方宗教猶太教、基督教與

回教，都是以個人觀點來瞭解這個絕對真實性。這些傳統崇敬個人的真實性，它可以廣

為人知，並扮演好相對關係中的角色。這些一神論宗教的崇敬，最終把目標放在與這個

人的溝通。相反的，再次廣泛地說，印度教、佛教和道教，這些東方宗教，都認為這個

最終真實性是非人類。這些傳統崇敬一個統合的真實性，能夠以內在修為去瞭解和經歷

它。這些一元論宗教的崇敬，最終會尋求與這位非人類存在個體統合。

山達基明確歸屬於那些宗教，他們的崇敬是指向最終真實性，超越自然秩序和人類存在，

同時維持並滿足兩者。以上所提到的，山達基宗教生活中的終極目標就是生存，「透過

至高之神」或「以無限」。如我們看到的，聽析和訓練是山達基教會的主要崇敬形式。

這些崇敬活動，賦予能力並協助山達基人生存，與興盛繁榮橫跨所有八大動力。這些靈

性的練習，產生健康且快樂的個人、家庭和團體。但最終，崇敬能讓每一位山達基人發

現自己是靈性宇宙的精神個體，徹底超越肉體和物質世界。

因此，山達基對最終真實性的瞭解，相對於西方的一神對應，其實更類似於東方宗教的

神祕傳統。雖然山達基教會堅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它並沒有關於上帝本質的教條。山

達基人可以用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方式，來表徵上帝的概念，只要他們堅信上帝的真實

存在。然而，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上帝並不像是一個人，能夠指揮個人奉獻和服

從，而像是靈性力量，能促使個人探索和發掘。上帝是位於內在，而不是外在，透過個人

經驗，而不是教義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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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山達基的崇敬形式

宗教裡的崇敬形式各有不同，取決於該宗教對於神聖和人類真實性的獨特瞭解。西方與

東方宗教傳統裡的崇敬形式，在兩者之間可以做某種廣泛的推論。並不像西方宗教傳統，

其中關於崇敬的教理，是將焦點放在祈禱和讚美，如同人一般的上帝；東方宗教關於崇

敬的教理，是集中在冥想和辨識一個非人的終極存在個體。早期宗教頌揚個人與至高之

神之間的關係，後者建立真我與最終實相之間的聯結。

雖然山達基是個獨特的宗教，有自己獨特的崇敬形式；相較於西方信仰的奉獻行為，這

些形式更類似於東方宗教的靈性教義。就如同其中類似於東方的部分，山達基教會裡的

崇敬過程，是種高度紀律且深耕的過程，為了自我審視及自我發展。這些靈性方面的修

習，是要提升個人的覺察力和能力，廣泛分成聽析和訓練這兩種類型，也就是山達基通

往完全自由之橋的兩邊。

山達基聽析，有些類似於基督教告解和佛教冥想，是一種靈性諮詢，可以讓一個人發現

他或她的身分，其實是一個精神個體，擁有無限的生存潛能。聽析範圍從非常簡單的，

到更具有探索性的宗教經驗，進展到橋上越來越高的位置。山達基人相信最高階層的靈

性覺察力與能力，只能藉由完成各個等級的聽析來獲得。較低階層的聽析，能讓人到達

「清新者」的靈性狀態，在這裡一個人可以擁有理性和有生產力的生活，另外更高階層

的聽析被稱為「運作中的希坦」階層，協助希坦能直接影響生活、物質、能量、時間與

空間。

山達基的訓練類似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裡的經典學習與宗教指導，透過宗教

教育獲得知識以進行靈性聽析，然後獲得自由。山達基訓練的廣大範圍，分成許多課

程，從較低階層教導基本原理的課程，到更高階涵蓋戴尼提與山達基完整哲學和技術資

料的課程。以這邏輯、訓練提供的靈性洞察力與聽析相當。的確，山達基人的信仰實

踐，是依賴於使用山達基的原理和技術進行聽析和訓練，兩者的地位是相同的。如果沒

有通往完全自由之橋的兩邊，一個人無法獲得完整的靈性覺察力及天賦。

所有宗教裡的主要崇敬形式，是要朝向神聖的對象，並且能表達靈性經驗，也有其他儀

式是以崇敬的內涵和精神例行在執行。這些其他的實踐活動的原則，是人生旅途的儀式，

標示出個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變遷，及轉變的偉大時刻。每個宗教都有針對信徒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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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傳統的神聖歷史，舉辦慶祝儀式，山達基也不例外。山達基教會定期慶祝命名儀

式、婚姻與葬禮，根據山達基儀式，也紀念他們日常生活中，以及在信仰的神聖歷史中，

光榮的日子。

四、（三）山達基的崇敬場合

在宗教的歷史中，崇敬可能會在私人或大眾聚會裡。崇敬不侷限於宗教社群的正式儀式

與集體慶祝活動。私人崇敬經常發現在家裡，取決於一定的時間（例如三餐或起床和就

寢時）。基督教的每日禱告、猶太人的祝禱儀式、回教的每日禱告、印度教的吟詠儀式，

和佛教的靜坐冥想，都是真正的表達崇敬，雖然是在個人家中的隱私，或甚至是在心靈

深處。但崇敬也是大眾場合，不管是舉辦在眾人的大型聚會，或只是有眾人陪伴。在西

方一神論宗教裡，團體崇敬是大眾崇拜的標準模式。人們要說的話，以正規的祈禱和讚

美呈給上帝，然後上帝的旨意，以經典和註解的方式回覆給人們。東方的一元論宗教裡，

大眾崇敬的模式有一些不同。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儀式與節慶活動，以集體的方式舉

辦。但是每個進行崇敬的信徒，通常都是聚集在大眾場合，在這裡每個進行崇敬的信徒，會

吟誦與表演既定的儀式用詞和動作，作為個人表現虔誠的行動。不管是哪種大眾崇敬的

模式，崇敬的儀式舉辦取決於一種專家，他們專精於崇敬的方法和崇敬的意義。

類似於其他宗教，山達基教會裡的崇敬可能發生在私人以及大眾聚會。聽析的進行可以

在任何安靜、零干擾的環境，例如在家裡。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是由一位受過高度

訓練的個案督導長，透過使用聽析期間的書面紀錄，來進行督導。絕大多數在教會進行

的聽析，都會設定專門的空間，以及在哪裡可以迅速獲得個案督導長和其他人的協助，

以幫助這些宗教服務的時程安排和執行。家庭函授課程，是設計來指引一個人穿越戴尼

提和山達基的基礎書籍，然而這些是少數的例外；所有的正式訓練都是在教會建築物裡，

都是在受過訓練的課程輔導員之下而執行的。在某些更高階層的聽析，「OT」階層是以

「獨自聽析」的方式進行。在這個例子中，一個山達基人遵循精確的指示，獨自聽析自己，

他同時是聽析員也是接受聽析的人。然而獨自聽析，只有在高階機構或旗艦服務機構的

保護之下才能進行；在那裡，聽析期間的文字記錄會由個案督導長按照慣例審視，以確

保聽析是依循相關經典，並且預期的靈性收穫都有達到。雖然聽析和訓練往往是個人的，

而不是山達基對於崇敬的團體紀律；就如同佛教徒在靈性導師的指示下，在佛教徒中心

進行冥想；或猶太教學生在法典學者的指導下學習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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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如何評斷進行崇敬的場合 ── 私人或大眾、單獨或群體 ── 在每個宗教裡，進行

崇敬的中心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樣的崇敬中心，有不同的名字而且呈現不同的建

築物。山達基教會、猶太教堂、清真寺、廟宇、印度教聚會所、神殿都有他們自己獨特

的外觀和感覺，但他們的宗教目的與功能相當類似。這些「崇敬場所」提供神聖的場地

布置，符合該宗教的「神聖服務」會在這裡規律地舉行。像任何宗教一樣，山達基的教

會有他們獨特的氛圍，但它們同時是私人與大眾崇敬服務的中心。

四、（四）結論

以我專業訓練的立場與上述的學術研究總結，我相信山達基是崇敬的團體。身為一個新

宗教，山達基教會的崇敬形式是獨特的，且符合其對於神性和人類真實性的獨特瞭解。

但類似於其他宗教，山達基崇敬的目的是要加深靈性覺察力，並發展靈性能力遍及個

人、家庭、社群，最終到全世界。

朗尼．D．克里夫爾 

199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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