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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內在醫治與神聖感

經由前述幾章的討論，最後我將內在醫治與神聖感的主題分為兩個層面，首

先是卡里斯瑪力量對組織內部階層的影響，其次則是如何藉由身體姿勢以及儀式

語言使個人進入神聖。首先討論卡里斯瑪在宗教組織中的分層方式，宗教達人因

為自身與神聖相遇或是被醫治而成為服事者之後，不僅具備卡里斯瑪能力，還要

將此能力轉為向神聖者負責的使命感，使命感成為醫治的最終意義。另外，即使

內在醫治已有固定的實踐模式，以身體的習慣表現代表靈的狀態，參與者仍經常

宣稱靈恩能力是不被限制的；靈恩運動團體以不受限制的聖靈體驗以及恩賜能力

對抗理性和受限的教條，以顯出靈恩嚮往的自由。但這些體驗也有它們可依循的

解釋，至少必須明確區分聖靈和邪靈的徵兆；就這點而言靈恩運動必定經歷了日

常性的過程。本研究在內在醫治觀察當中的確看出靈恩運動的日常化以及一致

性。

第二個層面是神聖感與身體的關係。參與信徒接受服事者祈禱的指引，藉由

外在身體動作的表現，並明白動作代表的意義以達成內在醫治。包括外在的動作

譬如以嘔吐確認邪靈被驅趕，或是外人難以查覺的內在改變，譬如當記憶「意象」

被改變。神聖感的形成亦與服事者使用的儀式語言有關，參與內在醫治過程中使

用的語言可分為資訊語言與儀式語言，前者偏重知識資訊的理解，後者則是儀式

語言，偏重聲音和語言的感知。儀式語言包含方言及預言，方言並非意識所理解

的文字，而預言所知曉的內容亦非由個人的理解而來，這些聲音脫離於講者意識

或理解，但被指示的信徒卻能因此體驗到神聖感。Csordas 提出靈恩運動當中自

我與神聖的結合表示「神聖自我」，它消解了二元對立成為一元，包括記憶治療

當中客觀事實和感覺的界線。

因此本章以四個層面統整分析內在醫治的現象，分別是：內在醫治與卡里斯

瑪、內在醫治與身體經驗、內在醫治與語言使用以及內在醫治與神聖自我。

第一節 內在醫治與卡里斯瑪

內在醫治承襲靈恩運動的特色，當聖靈能力展現在信徒身上，信徒便相信聖

靈造成靈恩現象中的神聖顯現，或是透過服事者了解所顯現的神聖能力。聖靈能

力也就是韋伯論述中造成宗教團體內不同宗教稟賦和身分分化的卡里斯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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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卡里斯瑪區分了宗教稟賦的達人宗教意識和大眾的宗教意識，大眾和達人對

立；但是具備稟賦的宗教達人卻能了解卡里斯瑪，能夠說出卡里斯瑪之所以然，

使達人在信仰者內部形成身分團體。

在內在醫治的田野中，已經具有聖靈恩賜的服事者，由大眾意識的音盲狀態

晉升為宗教達人的信徒；譬如張牧師以及林牧師等服事者接觸聖靈的經歷，都是

由原本的理性不信，突然經驗聖靈力量而轉變，不僅被醫治或得到體驗，還進一

步獲得醫治或預言等恩賜。獲得恩賜能力的服事者成為宗教達人，他們在宗教團

體之內形成身分團體1。不過 Csordas 認為擁有能力的靈恩者並不在組織內造成新

的階級，而是使經歷的信徒成為原服事階級的一員2。

在內在醫治田野中，獲得卡里斯瑪能力的服事者大約可分成傳授內在醫治知

識的講員兼服事者以及小組長兩層；第一層的服事者，目前包括內在醫治組織的

領導者 Donna 以及張牧師等人，他們既能夠傳授知識也能以恩賜服事，並且使

用小組長作為服事時的幫手，講員和小組長共享一套教導和共同策略。第二層是

參與頌泉醫治學校完整課程之後得到認可的小組長，小組長通常都擁有聖靈恩

賜，他們每人負責一個十餘人的小組並且與組員建立關係。在這個組織的運作

中，真正擁有內在醫治知識的修改權與教導權力的是講員，雖然小組長與講員同

時都具有卡里斯瑪能力，也在組織當中擔任領導者的角色。他們都在靈恩臨在的

場域中，扮演第一順位靈恩解釋者的位置，而小組長和組員的能夠受認證成為解

釋者是因為他們接受了頌泉課程。但上溯到最上層的組織創辦者，對於組織創辦

人的卡里斯瑪能力檢測卻不是由另一個靈恩組織擔任，而是直接由創辦人感應聖

靈某種能力的啟示或者神蹟性的遭遇而開始3。

其次是卡里斯瑪與使命的關係，卡里斯瑪能力帶來身分的分殊並篩選出服事

者階層，許多服事者稱使他們善用卡里斯瑪的動機是使命感。以謝牧師和張牧師

為例，使張牧師放下以色列修讀博士的期望而回台灣的原因，是聖靈體驗之後帶

來的使命感；謝牧師在經歷聖靈體驗之後，隱約感受到上帝繼續帶領他走向長老

1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台北：遠流，1989，頁 214~217。
2 Csordas Thomas. Language, Charisma and Creativity : The Ritual Life of a Religious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250.
3 頌泉事工的開始是一位虔誠的婦人 Kay Golbeck 在意象中看見一棟紅磚做的房子，經過祈禱之
後她想要找到這棟房子，並且拿來做事工之用。不久之後她的朋友向她展示一間要出售的房子，
就和她在意象中所見的相同；後來她在房子周圍發現有潺潺流水，便將該事工命名為 Singing
waters。網站 http://www.singingwaters.org/2006/heritage/history.htm，查詢日期：2006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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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聖靈更新的使命，他並辨認岀他在使命當中的職分是教師，也就是相關知識

的傳遞，而張牧師卻是一個服事實踐的引導者；師丈也找到自己在靈恩服事的位

置，他認為自己就是擔任先知預言的角色。在卡里斯瑪能力當中的身分分殊不只

是垂直的階層分部，也有平行的職能分殊，這種平行的分配對服事者而言，最好

的狀態是成為互相輔佐。如同劉師丈所言，內在醫治經常需要先知預言的輔佐，

他能輔佐內在醫治的工作者達成他們的目標，在內在醫治協談當中強調需要至少

三人一組，是因為不同的恩賜造成職能分殊，能互盡其用。因此當張牧師、謝牧

師以及劉師丈辨認岀他們的能力以及擔任的職分時，恩賜能力的使命感便油然而

生。

由卡里斯瑪造成的職能分疏可看出內在醫治組織已經日常化，然而這種達人

宗教的特質上，韋伯認為它追求的救贖帶有冥思或狂迷的性格，使得宗教與現世

內的日常行為沒有相通的餘地，因此達人宗教被認為還沒有到達日常的階段。不

過當宗教達人集結為行動的、禁欲的教派時，教贖之道就從逃離現世轉為積極且

具行動的改造現世(Weltberarbeitung)，在進入改造現世之前達人組織逃離現世的

性格和排拒現世的性格是並存的4。更新協會在集結成組織之前，張牧師與謝牧

師分別感應了聖靈能力也得到卡里斯瑪能力，並因辨認岀自身的職分而帶來使命

感；組織內信徒的神聖體驗在他們兩人服事者積極且行動的引領下逐漸擴大，包

括將信徒送到合宜的訓練單位，這些是為了正確區分靈現象並提供信徒正確判

斷，和確保服事者能合宜地使用恩賜，訓練造成組織日常化。協會便是宗教達人

聚集的組織，協會成為宗教達人行動的組織，它成立的積極目的是向各地方的長

老教會推薦課程，改造教會成為健康教會，並且藉著信徒聖靈體驗以衝擊原本制

度化信仰。

另外，即使內在醫治組織中改造現世的性格出現了，內在醫治仍然保有與神

溝通和結合的儀式，並且依靠宗教達人向信徒指出靈界的存在或是未來的指引。

這些儀式像是逃離現世的冥想，接受內在醫治的信徒在教義的實踐上仍偏向拒斥

現世，信徒成為拒斥現世的禁欲者，必須和現世保持一種否定的關係，也就是不

斷爭戰的特性。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在內在醫治當中看到教義的實踐必須以否定

的方式出現，不論是內在醫治當中驅趕邪靈的步驟，或是內在醫治之初需要先承

認自己的罪等等，因為它具備了拒斥現世的特徵。因此在醫治之後若想實踐維繫

療效的教導，譬如不能在沾染導致邪靈入侵的罪行，仍要繼續拒斥現世，維持聖

4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台北：遠流，1989，頁 80~86。韋伯
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台北：遠流，1989，頁 220~229。



93

俗勢不兩立的姿態。

另一點與韋伯分析相異之處是關於達人宗教的發展，他認為達人宗教最後會

朝向自立教派的結果，但本研究針對更新協會以及頌泉學校等靈恩組織，卻發現

與達人宗教的發展相異，兩者並沒有自立教派的需求。此外，雖然這兩個機構已

在課程教導和分工上進入日常化過程，但他們仍以安排上的不確定作為神聖感呈

現的方式。譬如雖然已有固定的教材以表達醫治項目，但他們仍容許聖靈在服事

者身上的作用，使服事者繼續倚靠卡里斯瑪力量修正已有的授課內容，使得組織

的內部在課程制度的固定機制下，繼續在靈恩感應的狀態下作修正。頌泉內在醫

治學校有固定授課的項目，但是在紙本資料上卻沒有固定的講義，在正式的課程

主題也會因講員現場的禱告的感動而作更換，一開始給學員的課表只是參考用；

張牧師的授課材料亦然，每一次到不同的教會上課，他都繼續斟酌加入新的材

料。頌泉和協會都有認定正式服事者的標準，以及針對醫治過程以及靈世界的解

釋，但保留授課的變動，以及課程安排強調以講員禱告當時的感動為判斷標準，

這個方式讓卡里斯瑪仍能在日常化過程中，使神聖感有發揮的空間，不至於完全

被已定的制度限制。

第二節 內在醫治與身體經驗

接著進入內在醫治現象的分析。在內在醫治當中，信徒必然有許多身體或其

他知覺上的感知，這些感知都在活動當中與靈恩進入以及邪靈驅趕等意義連結；

從知覺到經驗與意義的連結的過程，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共同構成一個為信徒所理

解的世界，需要用現象學的途徑分析，知覺現象學能幫助我們理解身體知覺與相

關解釋形成的過程。

首先，我們先將這個並非全部信徒，可能只由曾有相關感知經驗的信徒，與

他們陳述的經驗共同構成的內在醫治現象看為一個境域，在此境域中信徒以身體

的感知辨識，連結靈世界的存在。靈世界即同時包括聖靈和邪靈，信徒在活動過

程中以身體經驗辨認聖靈或邪靈的彰顯，這些身體經驗逐漸成為習慣，並形成對

聖靈和邪靈一致的辨別特徵。內在醫治之身體習慣形成的過程中可以粗分為兩個

階段，首先是體驗以及體驗時產生的注意感，其次則是由體驗對個人的意義。

首先是體驗，參與信徒在聚會時都在同一個聖靈降臨的境域中，但是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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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轉為神聖空間，即聖靈與邪靈皆存在的空間，則需要以個人體驗作為轉化根

據。對於體驗的建立，以梅洛龐蒂的走動經驗為例，當個人在一個立方體的空間

裡行走，空間的位置就是靠著行走體驗的知覺向他顯現，因為個人的知覺在體驗

中構造了真實的空間；空間對個人而言是真實的，是因為他本身是具體心理感覺

的在場者，因此也有裡外之分，體驗通常是體驗者證明自己在空間之內的最佳證

詞，因此個人的體驗證明空間的存在，如同個人在這個空間佔據位置，他便可以

說出他在空間的哪一個位置。

在內在醫治體驗靈世界的例子當中，雖然不是透過自然幾何學確認空間的存

在，但體驗者卻同樣藉由身體體驗到另一個神聖空間的存在；此外，這些體驗如

同自然幾何學的長寬等度量一般，仍具有共通的標準，可藉由體驗者歸納的相似

特質辨認靈空間的存在，或者確認是否感應到同一位神聖他者。各人在活動中透

過經驗的真實自述，來聯繫及傳遞體驗所辨認的靈世界5。

譬如在活動當中，經常由具有稟賦者先行感知靈的存在，他們先宣示靈的境

域已向眾人開啟，當言語詔告聖靈已來，便使境域的存在被揭露。境域在各種主

題的聚會底下產生，只要兩人以上聚集的場合就能在彼此的體驗中投射一個共同

的境域；包括預言以及身體醫治的場合。在預示信徒應具備動力或宣教使命的時

候，恩賜領受者經常產生「火」的意象；火的主題也出現在頌泉講員 Donna 示

範「愛的火」傳遞之時；服事者以及在場信徒用不同的陳述表示體驗火的存在，

有些描述看見火的樣子，有些則表示感受灼熱。

當眾人紛紛表示感知同一主題的意象時，如同火的例子一般，雖然感應信徒

陳述的是相關的感受，但也代表境域被揭露的範圍漸廣，當境域的內容由觸覺、

聽覺到視覺描繪出來時，使境域更具備恍若現實空間的特徵。同時，這些意象感

知成為其他信徒即將進入同一神聖境域的感知門檻，並能凝聚信徒對這個境域的

注意力，也就是 Csordas 所指以身體感為基礎的注意力 (somatic mode of

attention)。他認為注意是「全部的警覺和統覺的尖銳度；該統覺和意識的轉向結

合，並且朝向與客體更加結合的考量以及客體預期的特質及使用6」，身體姿勢的

注意和意識結合，原本意識只可容納對一般世界的意識，但在意識的注意力與身

體姿勢結合之後，當信徒將意識轉到神聖感，以及神聖他者對自身造成的改變

上，藉著身體姿勢展開對神聖境域，靈世界的了解。

5 莫里斯‧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235-239。
6Csordas Thomas. The Sacred Self: A 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Charismatic Healing. Ba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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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也說明注意力和意識之間的關聯，梅洛龐蒂用注視來說明。注視

是一種觀察，像觀看某個顏色，顏色在空間有一個確定的位置，造成個人視覺上

目光的感覺，目光只佔據個人的感覺而沒有顏色的名稱，不過局部視覺卻能影響

目光，個人用局部視覺代替目光，順從整體景象。內在醫治當中如果稱靈世界是

整個目光的景象，那麼靈的彰顯便是局部視覺，體驗者如何知覺靈的彰顯會影響

他對整個靈世界的目光；因為個人的視覺態度將順從目光，並且採取與目光一致

的態度和行動7。

體驗生成之後，其次形成的是意義。在內在醫治當中，不論意象的「視覺」

或者直接和意識溝通的「聽覺」，都使身體姿勢改變造成意識的注意，並開始形

成意義。其中聖靈和邪靈體驗，都是藉由個人體驗才與意義連結，相信靈存在的

確定感是來自於一開始的不確定體驗，也是當事人歸類為非自主性的身體體驗。

然而對於一邊接受內在醫治課程，而一邊有產生與靈相關之體驗的信徒而言，非

自主的身體體驗的純粹是否可能受到授課的影響，身體習慣的建立是否靠著「學

習」而非自發形成的習慣而來，這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但我們仍能回到習

性化和習慣化的主題討論，正如同梅洛龐蒂所比喻的立方體空間，只要內在醫治

的參與信徒在身體的動作中，意識到他與靈同在一個空間，在其他宗教意義的指

導下指導他明瞭動作與靈界的關係，使體驗與意義結合，並逐漸習性化，最後成

為慣習。另外，當場越來越多的體驗者見證境域的存在，不論是敘述或是當下直

接的身體表現，代表的包含聖靈代表的平安體驗以及邪靈的嘔吐經驗等，都更加

增強體驗與靈世界的相關意義。

內在醫治的信徒在豐富的身體感之下，準備順從梅洛龐蒂所稱的局部意識，

或者可稱為乍現的他者意識，不論是突生的對話或影像，都使具有神聖感的他者

意識影響對世界的解釋，這使得藉由體驗產生更為複雜的意義；可以粗略將意義

對信徒的影響以兩種作用作為區分：取代與增強。有時在境域體驗中的解釋取代

原來對一般世界的解釋，譬如增加病痛和罪之間的關聯，要先解決病痛問題必須

先認罪；有時候神聖體驗的境域和原有世界交疊，它可以將一項與個人相關之事

神聖化，將該事增強為聖靈啟示的結果，經常出現的諸如自發生成的目標或使

命，或是一個特殊的決定等等。

這些體驗也有頻率的差異，經驗靈恩體驗的信徒常需要頻繁的體驗，以維繫

7 同上註，頁 28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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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體驗出發的神聖感。以頌泉的參與者為例，無論是不是服事者，他們都希望繼

續增加體驗的機會，並且在體驗中確認是否實踐教義，譬如應該要遵守哪些以及

防止哪些，因為如果沒有實踐或者保持與他者的良好關係，就會繼續受到邪靈的

侵擾；而保持經常的靈恩體驗並且實踐教義，使自己每一生活事件都達到個人體

驗的神聖感當中，就是信徒常在信仰中所稱的「靈命增長」。

因此頌泉內在醫治學校或是張思聰牧師的內在醫治課程當中，參與信徒常在

活動中達到聖靈感知的高潮，許多有靈恩體驗的信徒也希望在課程和靈恩活動

中，恢復曾有的靈恩感應經驗或是尋求更深度的經驗，以及尋求在意象中與他者

更親密的結合。譬如頌泉內在醫治小組的學員，在經過第一次的醫治之後繼續參

與內在醫治的課程；許多第二次參與者的動機已經不再是解決心靈或身體上的問

題，而是期待學習如何更深、更多與神聖結合。有些信徒即使已由被服事者成為

服事者，仍然繼續不斷發掘恩賜以及與神聖的體驗，並積極建立新的感應習慣與

解釋。

但體驗本身不只作為體現靈世界存在的確認，在 Csordas 的觀察中，認為這

些聖靈體驗過程當中身體的感知與改變，是自發創造力的呈現，包含肢體的動作

以及個人在意象中豐富的呈現等。譬如內在醫治的回憶治療指引被服事者在意象

中「看見」回憶的變化，這種「看見」便是創造力的表現。我們可以重新檢視意

象和自發創造力的關係。

以體驗中的「看」為例，在內在醫治境域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看」

意象。在內在醫治的場合當中，意象的發生時刻與解釋經常以個人當時的聖靈感

動為依據，它經常成為解決問題的依據，它自發、隨意並無須合乎一定理性和邏

輯呈現。因此當個人在各層面需要大量仰賴理性解釋，使理性負荷過多的時候，

想要回到基礎而簡單的解決知識時，意象可以成為個人最基本而獨特的知識；意

象不像一般知識具有連續性，意象通常是斷裂的，好像詩境一般8，這些斷裂的

特質使意象產生各種可能的解釋。就像第四章服事者利用各種意象啟示信徒，有

時在解釋的過程中需要結合多個意象以達到完整的解釋；譬如文娜所服事的女信

徒在拼湊好幾個意象之後才成為一個完整的解釋。不論是 I 的夢境或是劉師丈的

預言，對於夢境的木炭或水都有類似的象徵，或是在田野當中多次出現火的意

象，服事者們也一致認同火就是聖靈的象徵，這種一致性顯出內在醫治境域的習

慣性與習性化。

8 同註七，頁 2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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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徒接受意象並且理解意義時，也需要經過習慣化的過程。以回憶治療

為例，神聖感產生在事實和想像的模糊地帶，服事者引導被服事者接受意象時，

經常強調感受的重要，以引導被服事者發揮感性的想像力。譬如在醫治當中不論

是 Donna 或張思聰牧師都一再強調感受的重要以及不要太理性，以引導被服事

者自身對正面具備感性意象的創造力，以致被服事者的意象中出現身體的觸碰譬

如擁抱，或是公認的正面影像譬如白色的雲等。在自我演練的過程中，信徒也必

須與恩賜者確認是否意象的解讀方向正確。許多恩賜者在不熟悉判別意象意義

時，必須學習如何從懷疑當中確認意象的意義，他們最終都了解對意象的解釋不

能無限延伸，尤其有經驗的內在醫治恩賜者明瞭意象解釋的習慣，每一符號代表

的意義。即使這些解釋都在一定的習慣內，譬如前述火通常代表聖靈，但火也不

是唯一代表聖靈的意象，而仍然有新的意象可能從宗教稟賦者的啟發中迸出；恩

賜者張女士有次描述她新看見意象時詢問，「這是什麼意思？」其他恩賜者也在

進入境域之後感知更多的意象，也進一步需要賦予該意象意義，當他們詢問境域

中的他者「這是什麼意思」，並且能夠確定該意象對他們自身的意義時，意象的

神聖性就在這個不確定到確定的過程中產生。

除了意象以外，還有許多身體知覺體驗是結合身體實踐與教義實踐，在身體

實踐呈現了創造性，但它亦教導信徒除惡向聖，並且能限制個人實踐錯誤的行

為。譬如張文娜女士對 R 的協談的過程，一方面鼓勵 R 繼續回到記憶當中發揮

創造力，回想相關的事件，或是在醫治時想像上帝的同在；另一方面也限制她不

能再接受錯誤的性資訊，這也是教義的限制。創造力和限制性的拉鋸造成兩種結

果，第一是重新營造人神的親密感，遵守了限制的教義，信徒能夠重建原本因受

傷事件造成的疏離人際情緒，或者不夠親密的人神關係；其次則是造成自發性，

信徒為了遵守教義及期許，能夠自發並嚮往靈性更新。

最後，內在醫治藉著身體習慣和傾向的改變，並賦予它們在境域中的意義，

進而達到醫治。在身體姿態的傾向當中，這些姿態分為日常習慣和非日常習慣兩

種。有時候是以日常的習慣姿勢與教義連結，譬如在遭遇邪靈的時候以身體慣常

排拒動作表示排拒感，譬如打嗝、咳嗽以及嘔吐等等，並且用主動吸入表示接受，

藉著身體的排斥動作和接受，顯示應拒絕教義中的邪靈並接受聖靈。這些雖是身

體會發生的日常習慣，卻在境域中暫時脫離日常性的使用。還有一些姿勢不屬於

身體慣常的姿勢，是非日常習慣；這些非日常習慣的姿勢因為違反習慣而顯出特

殊意義。譬如遭聖靈擊倒，倒下表示人放棄依恃自主學習而來的站立，一如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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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後倒；另外，人站立的姿勢是抗地心引力而不是依從引力，因此這個動作可

以解釋為放棄自我掌控而依從引力的自然律，服從主導引力的神聖他者。

身體傾向的改變可以進一步造成個人心理狀態的認知改變，每一位參加活動

的個人在參與活動之初，應該都做好改變的心理準備，事實上這種改變也就是身

心傾向的轉變。所以內在醫治的協談或身心治療在過程中回應了個人的期待，同

時也改變了他的傾向，因此治療事實上也在違反個人原本的傾向，尤其當他在過

程當中經歷身體在違反習慣傾向的體驗；最終內在醫治的目的是藉著幫助當事人

排除已習慣卻不良的傾向，轉變自己無法更動的傾向因此產生治療。譬如在小組

當中，張女士需要尋找自願者出來當醫治的示範者時，R 說「處理我好了」，她

在作出決定之時也準備「處理」與對抗她原本的傾向，藉著體驗邪靈離去的身體

經驗，她接著願意承認自己原來的傾向有誤，讓服事者引導她在體驗中轉移傾

向，而這也是內在醫治當中最重要的「認罪悔改」過程，它是藉由身體經驗傾向

的轉變來達成。

第三節 內在醫治與語言使用

課程和實際醫治都屬於內在醫治的範圍，通常接受內在醫治的參與者會接觸

到兩種語言，第一種是資訊語言，包括資訊歸類整理並由課程傳授的知識資訊，

較與聖靈體驗無關；第二種則是在醫治步驟中使用的祈禱語言，這些祈禱語言在

內在醫治的步驟中，有些成為固定且需要被實踐的儀式，包括驅趕的禱告和切斷

的禱告語言，另一些則是理性意識無法理解的聖靈感應語言，譬如預言和方言。

經過資訊語言以及祈禱語言的指引，信徒在資訊語言以理性理解身體實踐如何與

教義相關，也在儀式語言中以身體感知體現神聖感。

在資訊語言方面，頌泉講員或張牧師授課時經常引述聖經章節，使信徒了解

內在醫治符合聖經根據。譬如張牧師通常在講課開始時說明「為什麼要做內在醫

治」，引聖經以弗所書當中的一段話「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他認為希臘文原文「變成」的狀態其實是不斷演變，棄

舊換新的變化不是光倚靠一般的受洗就可以，而需要心靈狀態持續更新。講課的

重點經常提到內在醫治各個項目的需要性以及和犯罪與心理的關係，譬如頌泉歸

類六種對靈魂體造成的外在影響等9。第二種是儀式語言，它直接感應聖靈而說

9 如本文第三章第三節頌泉的內在醫治內容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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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經常產生於祈禱當中。祈禱語言中會顯現靈感意念或意象，通常都是個人

未經思辨而直接獲得的啟示或感應，內容包括方言、預言等等。

這兩種語言經常以重複的方式出現，造成意念的迴旋。以資訊語言為例，第

一層出現在講員以及被服事者之間，第二層則在被服事者之間。授課時講員會不

斷提醒內在醫治主題，包括饒恕或是愛人，並且鼓勵信徒付諸實現；在課程當中

講員如果希望強調「耶穌愛我」這個概念的重要，他會說出一個可實踐的語句：

「和你旁邊的人講說『耶穌愛我』」來實現，這時候信徒就會和坐在旁邊的人說

這句話。「和你旁邊的人講說 OOOO」是授課時講員常用的句型之一，資訊透過

參與者彼此間親口說出的複誦，確定他們記住教導的資訊，參與者的互相提醒和

複誦讓參與者加強了解某教義的重要。

祈禱語言的使用也呈現重複的情形，尤其是聖靈感應的祈禱語言。藉著語言

的重複醞釀能隨時展現恩賜能力，如果將醫治的固定步驟看成儀式，那麼祈禱語

言和醫治的儀式形成迴旋，儀式透過語言加強儀式的意義，語言透過儀式聖化語

言的內容，它們互相影響，且維繫講員、服事者與被服事者的密切互動。因此在

祈禱時如果要聖靈進入，便重複溫和的方言和表示愛和肯定；在驅趕邪靈時，重

複具有重音的方言和命令威赫的言語。另一方面，重複的方言因為它在語意上無

意義的特徵，在聲音效果上反而具有連結和增強的作用；有時候服事時的祈禱語

言不只一人，許多方言祈禱者的加入使得方言的呈現在多人的聲音中，成為籠罩

現場的聲音場，無意義的方言築成音牆，重複且大的聲音像是一波波的力量；內

在醫治中就經常需要在旁信徒的「助禱」，在聲音中形成力量以驅趕邪靈。

不過對沒有翻譯方言恩賜的多數者而言，方言是無意義聲音的交雜，有別於

日常具備意義的聲音；如果以平常注意聲音的方式，試圖找到方言聲音對照的字

句意義會立刻受到挫敗，因為方言的意義不是像具有聲音的字句般被生成。不過

在實際邀請聖靈加入或是驅趕邪靈時，其實會同時夾雜資訊語言與方言，這使祈

禱語言除了無意義的聲音，還能同時傳達與教義倫理相關的意義，因為服事者會

在方言祈禱的間歇處發出意義的禱詞。這些有意義的禱詞，反而使方言成為語言

的配角，因為意義的禱詞代替無意義的方言發出意義，它搭在方言織成的音場中

使禱詞的意義神聖化。

另一種重要的祈禱語言是預言，自從預言生成之後，它就不屬於說預言的

人，反而屬於聽預言的人，預言的對象是聽者而不是說者。自從預言說出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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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自己具有強大的語意力量，它和一般語言溝通的差異在於它具有語內表現行

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Austin 列出三種語言力量分別是以言表意

(Locution)、以言行事(Illocution)以及以言行效(Perlocution)，其中以言表意只是讓

對方了解語言的含意，以言行事則是以語言建議對方，以言行效則是在語言中達

到建議的效果10。以預言的性質而言，對聆聽預言的對象來說，預言的發出不只

是希望對方了解語言的含意，更接近於建議或要求，預言至少接近以言行事和以

言行效兩種範圍內。

預言對聽者而言，當恩賜者以「我」代表上帝發出預言時，雖然「我」是代

表者，但以「我」作為神聖的代表時，仍使預言的內容充滿神聖性，使聽者不只

相信預言是真實的轉述，更是真實的本身；因此有時聽者聽到以「我」為主辭而

發的預言時，而其內容又是對某事的決定之時，這是一件還沒發生的事，卻對聽

者產生強烈的行事動機，這時候預言就偏向「以言行事」的作用。譬如在張文娜

女士對張牧師的例子，張女士傳達給張牧師的啟示「那是他的錢」雖是一個直接

的命令11，這個例子省略隱藏的「我」，也就是主述者上帝；不過最終的決定權

仍在聽者手中。劉師丈預言的例子亦然，他不使用第一人稱「我」，而是用第一

人稱轉稱第三人稱「我看見主要對你...」，內容也是建議及請求。

至於以言行效的場合，則是當預言的內容在未來真的發生了，則代表預「言」

的確產生了預測的「效果」；如果預言直接指向未來將發生的內容，那麼它並不

如以言行事，預言中的以言行事是勸說當事者作某個更適切而合乎教義的決定，

而預言中的以言行效卻是直接產生效果，即使它對聽者的效果需要等到事件發

生。

發預言者也經常提醒聽者要「查驗」。預言雖有高度無誤且神聖的特質，但

在預言當中仍有檢查錯誤的機制。靈恩運動的慣用語稱為「查驗」，被服事者以

自身實際的狀態判斷發話者是否有誤判的可能，這個原則雖然降低了全然他者的

正確度，但是卻能保持了全然他者的無錯性，把唯一犯錯的可能指向傳遞者而非

發話者。

被服事者相信服事者是替上帝發話的代言者，因為在預言中傳遞了尚未被揭

露的私密資料。預言作為知的神秘力量，即使一切神秘知識的來源與答案仍然掌

10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98-107
11 例子請見本文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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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服事者手中，一個稱職的預言服事者必須將神秘知識的獲得歸功於上帝。另

外，有時候預言的感應卻是有時間限制的。以師丈為例，他的一段預言並不超過

五分鐘。藉由服事者意識的時間限制控制預言長短的狀態，暗示預言的恩賜可能

仍和意識相關，因為它的感應時間受到意識的控制。

內在醫治最後語言使用的時機，就是講員向眾人呼籲神聖使命的時刻；雖然

這個步驟並不是醫治過程的一部分，可是它卻能替信徒的醫治營造更前一步的推

進力。這種呼籲提醒學員福音的使命以及宣告，該呼籲並不以末世將臨的警語呈

現，而是充滿提攜、使命和預測。譬如講員的內容和開頭句可能是「台灣復興的

時刻就要來臨了」、「神要使台灣成為一個....」和「你們要成為....」、「你們要去....」

等等12。使命的呼籲像是對公眾的預言，夾雜在使命當中的預測成為公眾共同承

擔的意念；對公眾的預言希望能達到以言行效的效果，和內在醫治中的宣告主掌

權的步驟一樣，只要宣告聖靈的同在，聖靈即同在；對私人的預言、對公眾呼籲

的使命感以及進入內在醫治前主掌權的宣示，這些都是宣示了即成立，這使得言

說成為行為的前身，這些語言有強烈的驅使性。

除了單以語言的使用分析內在醫治的語言如何影響信徒之外，使用語言的恩

賜服事者的個人風格也造成影響；他們常以不斷懇求上帝的姿態，針對群眾的狀

態，在個人的語言內濃縮成個人的領導風格。每一位恩賜領導者都使儀式語言形

成高度重複和迴旋，恩賜領導者在儀式語言的使用上使自己與人際產生親密感
13，並且主導參與者靈的狀態。譬如在集體聚會當中，許多服事者重複共同的特

定禱詞或語詞時，譬如當要求聖靈降臨的時候，頌泉講員 Donna、張牧師以及張

女士經常使用禱詞「更多、更多」，英文則是「more、more」，尤其在邀請聖靈

澆灌之時。劉師丈在陳述預言之前的固定開頭「我看到主祢.....」，以這個開頭特

地區隔即將出現的神聖啟示。有時候服事者有慣用卻不同的方言禱詞，張女士發

出的方言是以「dadada....」作結尾，劉師丈則是「lalala....」；有時候醫治也受到

個人音調和語氣的影響，譬如一對一協談時較低沉或溫柔的聲調，可以促進親密

距離。

語言成為內在醫治當中的傳遞資訊和造成神聖感的因素，語言中包含可感知

12 在頌泉醫治學校的最後一天的課程是祝福的分賜，在這個場合中頌泉的講員們紛紛將祝福以
祈禱的方式「分給」在場的學員，並且在當場說出對即將成為一位服事者的勉勵和對台灣的預言。
不過使命和復興一類的言詞不只出現在最後的課程，事實上有時候在課程、祈禱或是敬拜唱詩的
時刻也經常提起。
13 同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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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念、聲音以及意象，尤其儀式語言是達到神聖感的必定框架。資訊語言只是

一般知識或概念的溝通，但儀式語言卻帶著強大的推力與行動指示；因此藉著儀

式語言，信徒真正的對話者是語言背後的隱性說話者，信徒並感到自己蒙受神聖

他者的垂愛。

第四節 內在醫治的神聖自我

最後我們則要討論在內在醫治之中，人與神聖他者的互動以及如何體現神聖

感；要了解基督宗教所描述的他者，必須回顧奧托提出的「全然他者」，我們在

意念中感知到的上帝，全然他者具備什麼特徵。全然他者是使受造物感覺戰慄卻

又被吸引的對象，是一個指示的符號，奧托把神聖或者是描述神聖的詞語，譬如

超自然或超越等詞語變成「全然他者」，成為描述神秘的肯定存在對象，然後再

談及感受全然他者時的內涵。以著迷的特質為例，奧托形容這種特質是內在的感

受，透過對宗教非理性的強調、聖靈的內在啟示，神秘主義的彼岸隨之出現14，

但這個彼岸卻出現於內在意識。而我們則是從內在醫治中的恩賜服事者，由他們

所傳遞的神聖力量來觀察神聖感，或者以信徒的感知作判斷，譬如許多信徒在醫

治中感受平安的感覺，信徒相信這些體驗就等於聖靈的作用，由這些感知共同投

射出全然他者的屬性。

透過靈恩運動當中的各種儀式語言，最終我們必須了解，信徒並不只是和抽

象的全然他者互動，而是藉由各種身體的體現或意識當中，體驗到與神對話的真

實。對於內在感知的意識，Csordas 提到的對於他者的感知可能是意識和意識的

分離，也就是在異己概念中被分類為「親密的異己」，因為藉著這種意識分離和

可對話的特性，造成自我的親密感。因此內在醫治的祈禱，使每位被服事者在祈

禱中，都具備與全然他者對話的經歷，並且也可以得到他者的回應；並且當事者

都提到這些對話具有親密感。

因此信徒在進入與神聖他者的對話時經歷了意識的跳躍，原來的主體意識突

然變成主體和另一個可對話的客觀意識，使意識分離，成為張女士在胚胎經驗中

提到與自我胚胎的對望；在醫治的過程當中出現另一個「可面對面的意識」。除

了在意識上感知他者的存在，也能用意象感知；有時候在意象中他者能夠直接以

14 魯道夫•奧圖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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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出現，但有時候是在信徒祈禱時出現意象，信徒也可以依據原則判斷意象的

來源，一般服事者認為如果意象是給人正面的感覺，便是由聖靈而來，反之則否；

有時候具備正確預測的意象，便毫無疑問是由聖靈而來，在信徒明白自己竟能用

意象準確預測時，同時驗證了他與神聖他者相遇。

不論是意識或是意象當中「看見」的他者，藉由意識或是視覺的想像進入內

在意識當中的他者，仍然和自我意識二元對立，因此存在內在意識的他者是主體

以外的對象。不過藉著自我與神聖他者的親密對話，或是神聖他者進入記憶影像

的方式，自我在與他者的交流當中體驗自己成為神聖的一部分，或是形容為被神

聖感所充滿而感覺與神聖合一，在感知當中體現神聖。不過自我並不是真的成為

意識或意象中的神聖他者，而是因著自我和神聖他者的交流時，在自我意識當中

產生神聖感。另外，神聖自我的神聖感，除了對話造成的親密感，在與神聖對話

當中，也因為感知的意念和意象內容造成自我不同的感受；其中在回憶治療被服

事者的神聖感必須以自我想像的事實，用感性想像一種正面意象以及其所代表的

舒適感，以替換原本客觀事實的不適感。

這些舒適的自我感受使人感知到內在醫治的神聖感，並使自我在過程當中時

感受自己與神聖他者溝通，進而領受意象；不過自我並沒有真的與他者合一，即

使在回憶治療中有一些類似的場景。譬如在第四章描述靈的新生時，張女士胚胎

的例子和 Q 新生的靈產生的例子當中，張女士藉著和神聖他者在新生時的交融

形容「現在我裡面都是祂了」，主要是因為神聖他者介入了出生的場景，並且為

了使張女士的出生成為神聖，Q 的例子亦然。這兩個例子當中我們容易產生自我

和神聖他者結合的錯覺，其實這兩個例子都是神聖他者重入出生場景的方式使出

生成為神聖；類似自我與他者真正結合的情形，也只有發生在出生的例子當中。

他者成為促成回憶改變的媒介，但是與他者的結合並不是目的，而是在他者介入

之後，經驗的個人是否因為事件對相關的記憶有正面感受才是目的，譬如 Q 認

為靈的新生代表重新來過的生命，對她而言才是經歷靈的新生之目的。

Csordas 把和他者交流之後自我產生的神聖感意識稱為神聖自我，不過他不

認為醫治就是創造神聖自我，因為並沒有「神聖自我」，Csordas 所指的神聖自我

並不是自我真的成為神聖，完全脫離原本人意識的狀態而使人變成截然不同的模

樣，而是將自我的神聖感表達在自我意識和知覺的過程，以及傾向的改變當中
15。我們的確也從這些例子當中發現，即使意識的主客分離造成神聖感的發生，

15 同註六，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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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確信神聖他者是以絕對相異的姿態的存在於個人的內在意識，我們仍在

這些案例的與神聖他者的對話中看到個人意識的運作，許多使個人感到神聖他者

同在並且對自我產生影響的案例，主要都訴諸感性知覺的描述和演練，這使得個

人感性的意識高度受到訓練和重視；另外在與神聖他者的感應，也藉著服事者以

問答的模式產生出來，服事者經常以「你覺得耶穌怎麼看....」的方式引導被服事

者內在發出向某事或者直接向自我的認知；這些認知其實也在內在醫治的引導過

程當中，在儀式語言的影響下，以大量的感性造成的舒適感，使意識產生自我的

正面影像，並在每個階段一點一滴組合出新的認知，這些對自我新的認知就代表

信徒認知底下經由醫治而重生的自我。

結論

本論文整合社會學以及現象學分析內在醫治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靈

恩運動影響下的宗教組織被神聖的卡里斯瑪力量所牽引，而這種力量又只在特殊

的恩賜者身上，使恩賜者成為神聖力量的代言者，靈恩運動發展中頻頻出現卡里

斯瑪能力的聚焦處，使得具有卡里斯瑪的人與地同時成為力量的發生源頭；但在

靈恩運動當中卡里斯瑪的擴散，台灣的長老教會亦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響，接受

了來自歐美的靈恩運動並養成許多本地的靈恩運動恩賜者。其中台灣基督宗教的

靈恩運動中亦發生許多與傳統文化的衝突，被視為是異宗教的文化項目和神聖形

成對立的兩者，在內在醫治也探究岀文化當中屬於基督教的罪，並且會招致疾病

和心理問題的類別，譬如遺傳的罪行以及儒家文化代表的父權階級。

在文化的類別以外，我以現象學提供的研究方法，讓內在醫治的研究範圍縮

小在神聖生成與身體感的區域。信徒神聖感的發生需要透過身體的實踐。信徒並

經常儀式當中生成與他者的對話，在治療和預言的背景下看見意象；在受訪者的

陳述中，用以宣示和對話的儀式語言，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情緒表現，個人

對意象的解釋傾向感性，以及更高一層的使命感。這些現象讓我們了解內在醫治

當中神聖感的體現進程，恩賜如何運用以及靈的概念如何產生；恩賜以及恩賜者

是大多數信徒必須仰賴其引導才能親近神聖的媒介，至少必須靠恩賜者才能初次

感知他者存在；而靈的概念則說明了一些無法控制的身心問題，可能問題的根源

不在身心而在靈，因此對靈的相信成為個人醫治達成的契機；內在醫治課程對靈

以及身心問題的整套架構，使信徒能夠按圖索驥，同時經由自發的身體感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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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課程之後得到的理性理解，找到身心問題的答案，感知神聖感和他者的存

在，並且解決身心狀態的困擾。

最終本研究仍然傾向將靈恩力量看作是個人在靈恩運動中，由意識和姿態轉

變自發生成的力量，而不將它所代表的卡里斯瑪力量視為組織用來控制或穩定階

層的工具性用途。本研究也相信由原卡里斯瑪力量而來的恩賜力量，雖然造成靈

恩力量的生成並使信徒參與體驗，但也必須經過信徒自發性靈恩現象，才有卡里

斯瑪力量產生分化宗教組織各階層的結果。信徒相信他者的存在以及願意認罪並

實踐教義，是因為他們感知了靈恩的現象，並且問題得到解決。對信者而言這些

都證明了神蹟的出現，對現象學的觀察者而言，與神聖他者的渴望以及積極在意

識中跳躍，致使自我與神聖他者對話，造成了這些神聖現象能不斷循環在研究的

田野之中，這是現象學方法在內在醫治境域內觀察到的特質。

由內在醫治現象我們得以了解靈恩運動至今的一些共同的特質，以及內在醫

治特有融合協談的方式，它已經有別於純粹的驅趕和使命呼籲，內在醫治似乎試

圖融合一些理性的身心分析，並且訴諸個人的記憶，分辨出人的靈以及邪靈的影

響，以使邪靈驅趕的每個脈絡有跡可循，而不是凡惡事都歸到邪靈身上。不過進

一步內在醫治究竟是以心理協談為主，其實是理性的協談並加入宗教的神聖性將

效果神聖化，或是靈恩運動的醫治和釋放的方式已無法確保任何問題都得到解

決，而必須以心理協談與當事人溝通的方式，以便找到個人的問題根源？本篇內

在醫治的研究只是一個開始，這些步驟中使人重回感性的以及意象式的想像，令

案例中許多不曾運用想像和感性的理性信徒得到從未經歷的經驗，他們在當中得

到了心智想像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內在醫治偏感性的神聖他者，是否暗示了這些

尋求醫治的信徒期待母性且柔軟的寵愛？最後，靈恩現象是否也可以從密契經驗

的脈落和其他宗教經驗互相比較和分析？在內在醫治當中還有很多值得發掘的

意涵，有待後人繼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