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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是教會裡所謂的初代信徒，小時候雖然外婆曾帶我去教會，但是由於父母

不是信徒，所以大約在國中階段，我的同學邀請我到長老教會，參與了幾年的活

動之後，在教會牧師娘1的邀請下接受洗禮。又過了幾年，我陸續參與由當時靈

恩教派舉辦的特會並且領受「聖靈洗2」，當時是我第一次接觸靈恩運動當中的「醫

治與釋放」。特會並不是正式的禮拜，而像是正式禮拜之外的講道活動；早期只

要教會邀請國外具有特殊「聖靈恩賜3」的講員來台灣演講就稱為特會，他們在

整個過程中使參與者的身心感受被「醫治」和「釋放」。

當時我對這個領域並不了解，只記得在參與的過程中強烈感受自我被接納，

過去積壓的某些情緒得到釋放，與特定事件相關的受傷感覺得到醫治；同時也感

受到上帝神聖的臨在，心靈狀態處在特殊的「神聖感」之中。當時得到的感受是

我在長老教會受洗前後不曾體驗到的，但那樣的感覺加深了我對這個信仰的相信

以及強烈的依賴，雖然那發生在大學階段，但回憶起當時與「神聖」相遇時的震

撼仍記憶猶新。

從那時到現在的十年內，我所屬的教會並未積極推動「醫治與釋放」的「事

工4」，因此從那時以後未曾再接觸；直到修習宗教心理學課程的時候，才再度引

起我的興趣，同時也激起另一個挑戰，就是如何用宗教學的相關知識來研究「醫

治與釋放」當中的聖靈工作，尤其把重點放在對參與者的觀察，以了解這些醫治

與釋放如何發生。

1 對牧師的妻子通常國語尊稱為師母，國語或台語稱為牧師娘。
2 靈恩運動中廣泛使用「聖靈充滿」或「聖靈洗」的辭彙，表示「受聖靈洗禮」的現象，在意義
上指除了儀式洗禮外與上帝直接接觸的洗禮，在現象上則包含許多身體和心理的感受，在身體上
包含倒下、感受熱流、無法控制的哭泣，在心理上則是平安的感受等等。
3 「恩賜」在靈恩運動中的脈絡是指個人因為受到聖靈充滿而得到的超自然力量的統稱，其中
有九種，分別是「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信心」、「醫治神恩」、「奇蹟」、「說先知話」、「分
辨神類」、「舌音」和「解釋舌音」。其中「智慧的言語」助人找到解決之道，「知識的言語」助人
了解事實，尤其「知識的言語」是在對方未告知自己的狀況之前，即以某種方式感應他的狀況。
「辨別諸靈」指能夠分辨聖靈和邪靈，「舌音」、「解釋舌音」即說以及翻譯靈語的能力等等，這
些都有聖經根據作為來源，記載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由此可看見「醫治神恩」也是在靈恩運
動的恩賜之一。王敬弘著，《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啟，1998 年，頁 79-80。
4 「事工」的英文是 ministry，指與教會相關的工作，用「事工」和一般「工作」名詞作區分，
應有將教會工作神聖化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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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決定重新參與相關活動，2004 年 8 月我參與英國「愛流(Ellel) 5」來

台灣舉辦為期四天的醫治特會，同年 10 月到 12 月則參加天主教每周一次的心靈

醫治祈禱課程，這兩個活動都以醫治為主題，並且教授相關課程使參與者達到醫

治的目的。之後當我蒐集並整理與醫治與釋放相關的資料時，發現教會界對於「醫

治與釋放」有共同的立論架構以及做法，譬如都提到人分為靈魂體，也都提及邪

靈和罪對人的影響6。2005 年蒐集醫治與釋放相關資料時，意外發現長老教會內

部近年來已有相關組織叫做教會更新協會，並有專門的牧師負責醫治的工作，稱

為「內在醫治」。

許多從事內在醫治的參與者，都表示他們重新找到信仰的真實感與神聖感，

也經歷上帝存在的真實性與神聖性，並覺得生命被改變。這些改變讓他們更活躍

地參與醫治相關的工作，有些成為工作者之後，積極舉辦活動和授課；這些信徒

的身上似乎背負了一種使命，他們要將上帝存在的真實以及神聖感傳遞給更多信

徒，並且藉由神聖的體驗活化制度化的宗教組織；許多信徒的確透過內在醫治的

課程和活動得到感應，有些直接聽到上帝的聲音，有些能以肉眼或在意念中看到

影像，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在課程中和上帝建立關係並且得到新生，在神聖的體驗

當中找到相信上帝的確據。因此我決定以「內在醫治」為研究對象，觀察它如何

與靈恩運動當中的「醫治與釋放」結合，透過祈禱即刻發生的聖靈治療以及釋放

力量，加入長時間的協商和問答，進入個人的回憶和意象中以產生治療。

內在醫治是一個怎樣的醫治？它是基督宗教靈恩運動的產物，因此也具備靈

恩運動的特質。在二十世紀於美國興起的「靈恩運動」，衝擊已趨保守且僵化的

教會體制，靈恩運動的過程中，靈恩能力藉由一些方式顯現，譬如在靈恩運動的

特會中，聚會所邀請的講員在祈禱中對群眾進行醫治或釋放。醫治同時包含身體

以及心靈的醫治，釋放則是指替人趕出身上的邪靈，通常必須先釋放才能進入醫

治。所以在醫治或祈禱中所展現的能力及其影響統稱為靈恩，在人身上所表現出

靈恩的力量則稱為「恩賜」7。

5 愛流事工(Ellel)的總部位在英國，他們也藉著課程提供醫治釋放的工作；愛流事工的創辦人是
何彼得(Peter Horrobin)，即撰寫《藉醫治得釋放》一書的作者；目前引進愛流事工的教會是台北
真理堂。
6 譬如以中華基督徒祈禱院的內在醫治簡介，將人分成靈魂體三個部分，靈和魂有一塊共享的區
域是良心，當靈受到影響，魂和體也會受到影響，思想、情緒和意志也會受影響；內在醫治的目
標是脫離污穢，使人愈來愈像基督；罪影響人的情緒和靈等等。內容摘自中華基督徒祈禱院，《內
在生命更新—第一階段研習手冊》，台北：中華基督徒祈禱院。另外在愛流事工的教導中，也將
人分成靈魂體三個部分，魂分成心思、情感和意志等，鬼和邪靈會透過上述管道影響人。內容摘
自何彼得著(Peter Horrobin)，朱秋全譯，《藉醫治得釋放-實務篇》，台北：飛鷹，2003。
7 王敬弘神父在《神恩與教會》當中提及靈恩運動最初發生在天主教團體當中，後來受到衛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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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醫治(inner healing)」是由「醫治與釋放」發展出來的項目，它不僅同

樣強調靈恩運動中「醫治與釋放」的聖靈能力，具有課程和詳細且確定的步驟，

譬如區分人生階段並一一省視8；並且運用心理學協談方式以及豐富的圖像治

療、記憶治療來進行更深度的心靈治療。內在醫治承自靈恩運動的醫治而來，美

國開始內在醫治的鼻祖是 Agnes Sanford，當時他開始教導記憶醫治(the healing of

memories)，讓信徒回憶個人長久潛藏在心理的事件，對曾經犯過的罪認罪悔改。

從事內在醫治的 John Sanford 及妻子 Paula 在 Agnes 開設的學校受訓，後來 John

在 Agnes 祈禱下得到醫治。John 把內在醫治和心理學做了釐清，他認為心理學

家修補一個人的自我，讓他恢復信心並且發揮作用；但是內在醫治卻是卸下一個

人的自信，並且讓自我從教義認定的敗壞力量中釋放出來，並且引導人進入上帝

的公義9。

內在醫治的實踐需要分階段和步驟漸次完成。過程中由主導醫治的信徒擔任

引導和協談的角色，每個過程均以祈禱的方式邀請或懇求耶穌基督的參與，以協

談方式引導信徒說出與傷害相關的事件；有時候主導者直接根據知識言語之恩

賜，講出需要醫治的項目，並進一步將手按在信徒身上的部位禱告，或是以宣告

的方式，譬如「奉主耶穌的名命令 XX 的靈離開」以驅趕邪靈。因此內在醫治共

同的基礎是利用「驅趕」、「切斷」與「饒恕」的概念，先找到與傷害相關之特定

人物或是事件，再詢問個人是否願意進行這些步驟。

首先是驅趕，驅趕的對象包含「邪靈」，包含各種偶像和邪術的邪靈。個人

無法控制的負面情緒、上癮也成為需要被驅趕的項目，因為這些症狀都是受到邪

靈的影響。第二個階段是切斷，驅趕是信徒體內的邪靈「被」驅趕，切斷則需要

信徒主動表示願意與造成影響的根源分離，需要切斷或分離的影響具體稱為「魂

結(soul-tie)」10，表示這層影響已經與信徒形成連結，或稱為「不合神心意的連

結」11。需要驅趕以及切斷的項目還有完整的表格供個人勾選12，盡可能確認沒有

聖潔運動的影響，靈恩運動傳到美國之後，造成古典五旬節教派的產生。王敬弘，《神恩與教會》，
台北：光啟，1998 年，第十三章，頁 9~29。關於恩賜的解釋可參照該書當中第二章「格前十二
1~11 的詮釋」。
8 以天主教的活水小組為例，他們在內在醫治的課程當中依照年齡將人生區分為九大階段：母胎
期與嬰兒期(0-2 歲)、幼兒期(2-3 歲)、戲齡期(3-5 歲)、學齡期(6-12 歲)、青春期(12-18 歲)、青年
期(19-35 歲)、成年期(36-65 歲)以及老年期(65 歲以後)，每週醫治一個年齡期的問題，醫治的方式
是邀參與者回憶或省視該年齡階段發生的傷害事件。
9 同註六，頁 9-29。
10 何彼得著(Peter Horrobin)，朱秋全譯，《藉醫治得釋放-實務篇》，台北：飛鷹，2003，頁 146~180。
11 2005 年 11 月台灣頌泉內在醫治學校課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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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遺漏。第三則進入饒恕階段，饒恕的對象不是靈，而是造成傷害的人或者是

自己。

最後，本研究將以田野對象的慣用詞作為指稱，在此與前述作一對照。教會

對神聖工作具備用詞以及稱謂上的敬稱，藉由不同的指稱分離神聖與凡俗。除了

教會對與信仰相關的工作稱為「事工」，本研究針對的事工特別稱為「醫治事工」，

對神聖事工的參與或服務信徒則稱為「服事」，從事服事工作的信徒，擁有聖靈

恩賜能進行醫治和釋放工作的工作者稱為「服事者」，被醫治的信徒則是「被服

事者」。

這篇論文的難度和挑戰將落在立場上，我必須警覺地穿梭於局內人和局外人

之間；雖然本篇並非神學研究，但對「聖靈」、「恩賜」等專有用詞也須交代神學

脈絡及其根據。另外，由於我曾是被醫治的當事者，甚至重新在 2004 年參與活

動過程時，也感受到服事者所稱聖靈的力量。在觀察的過程，我曾經邀請恩賜的

服事者替我祈禱，他們的確說出了我的部分現況，並且在祈禱的過程也感覺自我

被肯定。然而，在這次的田野參訪中，我卻沒有親自參與內在醫治的一對一協談，

在頌泉正式的課程或者張牧師的課程和醫治實作中，僅以一個信徒工作者的身分

協助錄影，在醫治實作中觀察以及紀錄服事者和被服事者互動情形。因此在田野

觀察的時候我以同樣身為信徒的身分，一方面容易同理他們的遭遇，另一方面也

要求自己像一具攝影機如實地紀錄一切過程。因此對我而言，本研究最終不是要

去神聖化或是去宗教化，而是盡可能忠實地紀錄和分析醫治發生的過程，並試圖

用體現神聖的概念逼近這些抽象的力量，了解神聖感如何形成，以及信徒如何走

出生命的傷害事件，將事件帶來的感受從不平的哀鳴轉為正向的啟示。

在觀察過程中，我也特別感謝這些容允我訪問甚至拍攝的信徒，尤其是參與

醫治釋放或是內在醫治的女性信徒，有一些遭遇婆媳問題，還有一些則是性侵害

的困擾，她們可能都經歷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但是她們願意公開自己的歷史挪

作研究之用，我深深為她們的勇氣感到佩服。另外在參與的過程當中，即使我本

身是信徒，但在面對醫治服事的場合，看到許多參與者在經歷醫治或聖靈充滿的

同時，有些人身體激烈的震動，有些人倒在地上，有些人則是放聲大哭或是呼天

搶地，仍可以感受到這些聲音和影像給人的震懾；若是不清楚醫治釋放的人初見

此場面，會以為這些人是否被民間所稱不乾淨的東西附身了，或是猜想他們是不

是精神狀態有問題。其實很多人在離開那些狀態之後都很正常，言行和意識都沒

12 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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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狀，多數人都沒有精神疾病的症狀，有些人還會表示不曉得為何當下會產生

那些動作或發出聲音；服事者需要在現場判斷這些喊叫或動作是個人情緒的發

洩，或真的是邪靈附身。

所以，即使我身為信徒，也了解內在醫治合乎基督教信仰，其作法以聖經為

根據，但如果要進入內在醫治並且達到效果，我仍和其他身為信徒的參與者一樣

需要重新上課。在上課的過程中，雖然醫治的原則由聖經演繹而來，可是我卻感

受自己需要重新接受一套身心靈與聖經相關的課程。另外，他們帶著自己的問題

前來上課，理應對自己的狀況也有一定的了解，可是在一對一的協談中，有時候

會突然迸出自己未曾想起卻與身心問題相關的回憶，此時服事者便判斷當事人的

疾病或情緒與某某事件相關；經過醫治的過程後，對當事者而言彷彿解謎團一

般，身心的困頓突然因此痊癒。有的人最終透過內在醫治成功地解決了問題，獲

得重生，甚至成為一名服事者。

很多人接觸內在醫治的幾次活動後，只解除部分身心的困擾，為了讓所有的

問題得到解決，許多人繼續參加內在醫治的活動，或是找服事者一對一協談；有

些信徒在問題得到解決之後，仍然繼續參與活動，因為他們希望在活動中追尋與

聖靈更多的接觸，以得到心靈上的飽足。因此內在醫治帶來的不只是身心疾病得

醫治，讓人消極地回到未被傷害之前的身心健康狀態，而是進一步使參與者嚮往

與神聖他者的交往，並以祈禱或參與特定活動建立交往的常態；與神聖頻繁遭遇

的喜樂所得到的巔峰經驗，使他們不斷在身體習慣中實踐神聖體現，並維持這樣

的神聖體驗。

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根據這些現象，本研究提出幾個問題；1.台灣的靈恩運動是如何發生的？它

和源自北美的靈恩運動有何關聯？在靈恩運動的過程中固然因信仰而有共通的

神聖感，但是否受文化與教派而產生或同或異的結果。2.聖靈力量如何藉由各種

靈恩活動，包含透過特殊稟賦信徒或是共同的課程和聚會，影響宗教組織和以及

信徒並使之產生堅信；3. 靈恩現象當中的身體經驗如何體現神聖感？身體經驗

如何與神聖感結合？

本研究為回答這些問題，將以現象學和社會學兩種面向的理論為主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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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補充部分心理學以及文化分析的觀點。不過單從社會學以及文化觀點分析無法

了解個人如何體驗神聖感，而現象學分析則缺乏神聖感所生成背景的了解；因此

本研究援引各理論互相補充，社會學分析靈恩運動中宗教組織制度的背景，文化

的觀點分析靈恩與本地文化與文化心理學的關係，而現象學分析個人與神聖的互

動，以及神聖感如何在個人經驗中生成。

1. 社會學以及文化的觀點

社會學的分析以韋伯(Max Weber)理論為主，靈恩運動的特質與制度性以及

理性宗教相對，因此對制度性宗教組織造成衝擊；而靈恩力量造成恩賜領袖的出

現，正如卡里斯瑪造成信徒的身分分化。

單一宗教機構內必然區分宗教稟賦與資質的高下，傳統教會對於稟賦的區分

以神職人員與非神職人員為標準，神職人員指受過神學知識教育的委身信徒，但

是在靈恩運動當中卻以靈恩體驗以及恩賜的有無做區分。因此具備傳授知識資格

的講員與一般單純服事者，或者服事者和被服事者的身分認定，以恩賜能力作為

判斷，即卡里斯瑪能力的有無，擁有卡里斯瑪即成為具有稟賦的宗教達人13。而

宗教達人的產生和身分除了以恩賜確認稟賦有無，也要經歷各種試煉並且固守達

人的心志，才能向其他信徒顯出服膺達人身分的救贖確證。譬如田野對象當中的

服事者即為組織中的宗教達人，但使他們持守心志的原因不是來自試煉，而是在

神聖感的體驗中得到一種隱微的指引，讓他們感受自己背負對醫治工作的使命，

這種使命也是達人固守的心志，對使命的強度加上對稟賦運用的純熟度，決定達

人在宗教機構中的位置。

因此一方面宗教達人藉由自身展現能力，得到信徒的信任與依賴，另一方面

達人也成為信徒和靈界力量相遇時，不得不求助的對象，譬如在驅趕邪靈時必須

要依賴特定的驅趕祈禱語言，使信徒必須要憑藉達人的指引才能順利完成跟聖靈

建交以及跟惡靈脫鉤。雖然基督教教義中清楚定位人的位階和能力永遠次於神，

但信徒信任特殊稟賦宗教達人，以及對他們憑藉恩賜說出禱詞或判斷，卻如信任

上帝一般，因為他們使用恩賜時顯出跟常人不同的能力，這些能力諸如透過聖靈

而得到啟示與教導。如果達人能為對方說出對未來的預測，或使他們的身心病症

徹底醫治之時，信徒會更依賴達人的祈禱更勝過自己的祈求。不過宗教達人卻不

是引導信徒體現神聖的唯一路徑，有時候信徒也會自行感應聖靈，譬如在夢中得

13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台北：遠流，2003 年，頁 2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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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聖的指示以及啟發。

除了前述針對單一宗教機構的觀察，鉅觀以跨機構的聯繫和全球影響而言，

達人的培訓與靈恩運動傳播的全球化有關。在靈恩運動的發展中，歐美是核心而

亞非等地區是邊陲，因此亞非地區的教會接受當時歐美興盛的靈恩教導，早期台

灣部分教派不論是出國參加活動，或是由歐美宣教士來台傳講靈恩的教導，靈恩

立論的基礎仰賴國外的教材，後來也時常邀請國外較有恩賜能力的講員來主持靈

恩聚會或是培訓。以內在醫治為例，為了培訓本地的服事人員，國內教會經常與

國外教導機構結合，譬如教會更新協會仰仗加拿大頌泉學校，不論是邀請來台或

是直接派員赴加拿大，其他教派也有相似的情況，譬如真理堂與英國的愛流事工

合作14等；這些現象顯示靈恩運動和全球的互動非常密切，也容易看到靈恩教導

雖然在美洲與亞洲兩個不同地區，在全球化影響下卻顯出教導的一致性。

即使如此，本地的靈恩運動仍在靈恩傳入之後，受到本地特色影響而和全球

化相抗衡，除了本地傳統教派仍有理性教義作為靈性經驗查證外，本地也發展出

卡里斯瑪能力的集中地，使得信徒逐漸仰賴自發、或由傳承生成的單位。譬如本

地的靈恩運動中出現傳授靈恩知識，和自我練習或醫治的教學團體，這些團體設

立在信徒公認靈恩感受特別強的地點，尤其是仿照聖經當中由信徒命名的神聖之

山，不論是團體或是地點，這些對象都成為靈恩發展的卡里斯瑪集合地。在神聖

地點的靈恩教學團體幫助參與信徒在授課過程中與上帝更親近，解決個人身心問

題，並且培訓組織核可的服事人員，神聖之山的出現奠定靈恩發展的本地化。

另一個與本地化相關的則是本地靈恩運動中的心理文化特徵。以美國靈恩運

動的觀察為例，Csordas 認為由美國發展而來的靈恩運動具備美國心理文化的特

徵，並有宗教個人化的現象，一些靈恩團體自成小社區，具有社區主義的性格，

其「聖潔觀」要求絕對遵守社區內的規範，容易與「世俗」概念形成緊張與拉鋸
15；在本研究內在醫治的觀察當中，一些被歸類為罪的行為的確和世俗概念形成

對反，不過由於本研究的內在醫治活動並不自成一個社區，而是依活動或營會的

方式，以短期的數周或週末營隊於某個住宿營地舉辦，這些靈恩活動只是短期性

的營隊，營隊的所在地並非信徒的住處，因此無法看出它與其他非信徒社區的互

14 加拿大的頌泉(Singing waters)和英國的愛流(Ellel)都是教導內在醫治的學校，前者是本研究的
田野對象將於第三章有更詳盡的分析。當愛流拓殖到加拿大時，曾經一度與頌泉合併，後來因為
教導理念不合而分開。
15 Csordas Thomas. Language, Charisma and Creativity : The Ritual Life of a Religious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28~39.



8

動。

在台灣靈恩運動的例子當中，由於信徒在改宗前多半信仰民間宗教或佛道

教，原住民也有自身的祖靈信仰，因此進入內在醫治的信徒需要處理與偶像崇拜

或祖靈崇拜相關的身心徵候，驅趕邪靈並切斷影響，或是處理傳統社會中因稠密

的家庭人際關係摩擦，譬如婆媳問題等問題造成的傷害，這些都顯示了本地特殊

的文化因素。關於聖靈醫治本地化的例子也存在南美、亞、非等國家，譬如非洲

的邪靈自詡為文化的知名人物，Csordas 認為這是因為邪靈自身希望得到尊敬，

也有非洲的研究指出，靈恩概念和原本祖先觀念結合，耶穌被解釋為全體的祖

先，而非單一家族的祖先。印尼當地靈恩醫治並非驅逐當地的靈媒，反而有取代

作用。這些文化特色都和早期美國靈恩醫治的發展相異，也看出靈恩運動在當地

融合發展之後的特徵16。

2. 現象學的觀點

其次則是現象學的分析靈恩體驗的習性化17，包括內在醫治與身體經驗的關

係，能夠解釋身體經驗與神聖感的關係，身體如何成為邪靈的出入口，如何感知

聖靈的存在；以及在內在醫治當中如何使用祈禱語言，以及祈禱語言與內在醫治

的效果。

相對於社會學分析組織與結構層面，現象學方法是描述靈恩現象於個人的各

種呈現，並實際分析田野調查的案例及統合結果。現象學的兩種方法論分別是存

而不論(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以及現象學描述法(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都是本研究的基礎。前者是為了還原事物的本質而抱持著不對事物下

斷言的約束，呈現所觀察的成果；其次則是以現象學描述法盡其可能忠實地描述

所觀察的對象18。採用現象學方法，一方面可以向普遍大眾打開靈恩運動的面

目，另一方面可緩解不同宗教和宗派立場而可能有的意見之爭，因為身為局內人

的信徒必定相信自己的體驗是獨特、充滿意義，不會認為靈恩現象是屬於韋伯所

稱的非理性狂迷行為。

因此本研究先擱置可能發生的立場歧見，這樣可以保存靈恩者所顯現的真

實，並讓讀者可以明白這些靈恩者的理解是如何透過他們所存在的境域

16 同上註。
17 克勞斯‧黑爾德著，孫周興編，倪梁康等譯，《世界現象學》，北京：新華，2003 年，頁 36-62。
18 蔡美麗著，《胡塞爾》，台北：東大，民國 79 年，頁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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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e)而獲得開啟。在靈恩者的世界中有聖靈和邪靈的存在，這不是一個普

遍為所有人所認知的世界，而他們習慣所處的世界，就是透過局部的世界而向他

們開啟，也就是現象學中的境域，或稱視域；代表不同團體在各自有限的行為和

有限的思維裡面所處的世界，他們習慣在自己的世界並且在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19。

本研究訴諸現象學的分析呈現出兩個重點，其一是他者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差

異，以及他者意識的特徵；另一個是神聖感與身體覺知的互動，以及信徒在靈恩

活動中各種卡里斯瑪力量的運用。

首先，一個信徒如何感知他者，在宗教經驗中如何感知他者的力量？內在醫

治的神聖他者是聖靈，聖靈不僅是教義裡三位一體之一，也是神聖力量本身。雖

然醫治過程中和耶穌或上帝可互相替換，都是醫治的神聖力量，但聖靈更明確被

認知為力量。此力量是導致改變的源頭，因此聖靈的力量在醫治活動中從教義中

活現，成為受信徒感知的力量，由所指稱的客體，理解成為可感知的力量本身。

人們感知超自然力量之時，超越理性的神聖感便油然而生，面對無可名狀的神聖

之時，覺察自己身為受造物的渺小，因此產生敬畏感。當自身體驗神聖感或敬畏

感之時，神聖感成為神聖力量存在的說客，雖僅能說服體驗者自身而無法擴及未

體驗者，卻足以使體驗者產生難以撼動的堅信。當神聖能力展現在「醫治」上，

透過自我與神聖的結合達到醫治，自我將會意識到改變是由自力不可及的對象造

成，或者直接認為就是由上帝而來。

其次，內在醫治中身體感知的經驗很重要，其中包括聽視覺以及各種姿態動

作，被服事者進入醫治時會感受身體的變化，從進入治療一直到醫治完成，這些

階段當中都會感知不同的身體變化，這些感知大量發生在聚會型態的內在醫治或

特會當中。另外參與者會體驗到許多非日常性或不尋常的動作，譬如身體不自主

的規律擺動、身體發熱，這些被解釋為「感受」到聖靈，而被服事者按手禱告時

倒下，則是受到聖靈擊倒(slash)或是在聖靈中安息(rest in spirit)。熱的感應雖然

沒有可見的熱來源，也無法客觀儀器測量溫度的改變，卻直接由感應者體驗的陳

述而確立熱的存在，有時候他人則可感受感應者的手發熱。而手按在對方肩膀、

頭或手臂等部位，則象徵著保護或能力的控制，向對方按手的動作象徵突破個人

的藩籬。

19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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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醫治當中有兩項主要的操作步驟：「醫治」與「釋放」，在這兩個步驟中

信徒感受與神聖相遇。誠如字面所示，先「釋放」存留體內或靈裡不好的邪靈之

後，再「醫治」身體疾病和心理創傷。然而除了身體病徵屬可見之外，依照神聖

啟示指出必須要處理才能得醫治的對象，譬如需要釋放的對象—邪靈，都是可被

感知卻不能像實際物體一樣被測量和客觀的看見。所以究竟如何確認這些靈被感

知了？在醫治的過程中需要由身體姿勢來呈現這些不可見的靈。因此被邪靈侵擾

的信徒以口部作出張口或吐相關的動作，表示邪靈正從信徒的體內離開。接著邀

請聖靈進入，聖靈進入的方式是信徒讓感受熱流或倒下，或是相較之下抽象的平

安感覺等。參與內在醫治的信徒因為透過身體的實踐，有些人長久以來的情緒困

擾或是疾病就消失了。

除了身體姿勢與感知之外，也透過被服事者自發生成的意象進行治療，意象

分別與視覺和聽覺相關。譬如服事者邀請被服事者開始回憶或者是在意念中想像

意象時，被服事者經常描述他們「看見」某些意象，這些意象似乎是和意念交揉

後，由被服事者自發生成的影像。有時候有些人則陳述他們「聽」見了不一定是

感官聽覺能聽見的聲音，有時候他們用「聽見」，來表達感受到自己以外的「其

他」意識進入意念，這些視覺意象和聽覺意識的內容與解釋端視個人「聖靈感動」

決定。但事實上，圖像的模稜兩可卻為神聖的想像製造解釋的潛力，譬如服事者

會引導被服事者在回憶中加入「耶穌的形象」，使回憶的內容受到影響。

這些回憶的片段可能是將耶穌的形象加入某個事件，使記憶影像被改變，有

時候則是該記憶的意義改變，意義改變之後，當事人對該記憶原有的情緒也跟著

改變。因此原本悲傷的記憶經由祈禱之後，增添或改變回憶當中意象的片段，將

使改變後的記憶成為當事人心靈得到醫治的記號。

整合社會學、文化觀點以及現象學的分析，本研究仍然將靈恩力量看作個人

在靈恩運動當中，由意識和姿態的轉變自發生成的力量；而非限制在對卡里斯瑪

力量的傳統社會學分析，是組織用來控制或穩定大眾信徒的工具性意義。有鑒於

脫離對原卡里斯瑪力量的認知和詮釋，本研究的重點在靈恩力量生成的描述以及

信徒參與體驗的分析；卡里斯瑪力量分化宗教組織各階層，是信徒體現神聖感之

後才產生的結果。雖然如此，本研究仍先交代靈恩運動的來龍去脈，因此在章節

的安排上先描述靈恩運動的全球現象以及概況，再進入單一田野對象的討論，並

且發展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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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論部分

我們必須要從宗教學當中對「神聖」的指稱，以及神聖和未知世界、超自然

力量的關係，以了解本文經驗中的神聖他者。對絕對神聖他者的理解，源自基督

宗教中上帝和人類的絕對分野，使上帝成為意識中的絕對神聖對象。關於「神聖」

的起源，奧托(Otto)從人類對未知的戰慄感開始，以感受表達或者形容一種神秘

而超越的力量，或是具體鬼神的崇敬，作為神聖感受的初始。但神聖感不只用來

說明感受，奧托進一步定義造成感受的對象，當我們對造成神聖感的終極對象充

滿好奇，領略到的神秘或驚懼超過理解範圍時，我們的意識似乎能辨查造成感覺

的源頭就是他者，奧托用全然的相異者來比喻這位自己之外的神秘者

(numinous)，或稱為全然他者(wholly other) 20。

在奧托之前，史萊爾馬赫(F. Schleiermacher)曾用「依賴感」來形容人受制於

環境的意識，但奧托認為依賴感沒有指稱岀對象的存在，因此他用更明確的「造

物意識」來描述人和神秘者之間的關聯，並且指出造成受造意識的對象。奧托對

史萊爾馬赫的另一點駁斥是，他卻不認為依賴感是人類在初始情感上需要宗教的

原因，更早的來源應該是神聖本身，或說是人面對神聖產生的敬畏、戰慄感21。

因此，宗教的神聖感替信徒在宗教情感上建立崇高而可畏的經驗，經驗可確立信

徒的信仰，因為它使個人主觀認知到宗教能帶來超自然力量；換句話說，在神聖

感發生的同時，就是信徒以各種型態的感知到非人為的、出人意料外的「力量」

或「能力」的時刻。因此討論神聖感時，亦不得不討論造成神聖感的超自然力量。

韋伯稱透過人顯現的神聖力量為卡理斯瑪。charisma 一詞是靈恩/神恩的希

臘原文，與本研究的主旨—靈恩運動的「靈恩」是同一字，我們可以看到它具備

兩種意義，首先卡里斯瑪源自於基督宗教的靈恩一詞，charismatic movement，依

基督宗教的發展翻譯為靈恩運動。charisma 在靈恩運動的脈絡中稱為「靈恩」或

「神恩」，它是恩寵/恩賜(charis)加上字尾 ma，表示是由恩賜產生的效果，在新

約聖經的保羅書信所提及由聖靈產生的能力稱為恩賜，其中包含醫治，這些恩賜

都能在信徒的身上顯現22。

20 魯道夫•奧圖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成都：四川人民，2003 年，頁 29~35。
21 同上註，頁 10~13。
22 王敬弘，《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啟，1998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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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原本基督宗教內的卡里斯瑪力量，引申解釋為所有宗教稟賦者擁有的能

力。在宗教團體中，人若擁有卡理斯瑪能力，代表在宗教群體中具備宗教稟賦，

稟賦造成身份分化23。卡理斯瑪力量被歸為非理性，韋伯觀察普遍存在各宗教的

卡里斯瑪力量，發現其展現特徵是狂迷，使信仰者擁有幻覺以及靈視等能力，並

且造成分化及影響的力量。

但卡里斯瑪的力量是如何讓人感知的？此力量是否呈現出可被感知的另一

個世界？提出知覺現象學的梅洛龐蒂認為，個人經由體驗感知的世界，是透過語

言描述的體驗而生，譬如一個人看見紅色，當他以語言描述「紅色」，即表示他

感知紅色的存在。知覺經驗能讓個人區分現實與想像，因為當個人在感知的時候

已用感知試圖分辨岀何為實在；由於個人的感知，使世界的樣貌並不是透過視網

膜，或任何攝影器材呈現出來的樣子，而是透過體驗的語言描述，可能每個人都

見到同一種東西，卻因為個體不同的接受情況而顯出差異，但相對而言，我們仍

能從體驗者的描述中辨認岀這是同一種東西24。因此在看內在醫治的現象時，內

在醫治參與者所描述的現象，不論他們是站在哪一個相關的區塊，都共同呈現出

這個經由體驗而實在存在的世界，一個既有聖靈也有邪靈的世界。

內在醫治者經驗的世界就是現象學提及的境域，但是此境域不能由信徒自由

支配，卻是先行被給予的。對參與活動的信徒而言，他們進入了這個境域，並且

也經歷了這個境域內其他信徒所經歷的行為或體驗，他們了解境域當中每一個行

為之間都彼此聯繫，並且相互解釋以產生意義。雖然境域是先行給予的，但當信

徒進入境域時卻又對行為和感知感到所熟悉，因為在境域中信徒除了以體驗感知

聖靈世界的存在，更透過習性化(Gewöhnung)和習慣化(Habitualisierung)的過程熟

悉體驗。透過習性化先適應，然後成為一個慣用的習慣，這些習慣彼此相應且熟

悉，構成一個相應的境域。所以在內在醫治的研究當中，我們不是去問為什麼要

建立境域，而是去觀察境域當中習慣的形成。

習慣形成的要素可能包含信徒的決心，誠然決心是習慣的形成的必要條件，

不過對尋求內在醫治的信徒而言，他們參與內在醫治的決定，但卻不是習慣形成

的充要條件，因為習慣是自然而然的產生，並不是透過意志決定的；胡塞爾認為

習性化的發生，是由時間累積而成，在時間累積下習慣逐漸養成，同一境域的人

23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台北：遠流，2000 年，頁 8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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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頁 12-13，
頁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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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顯出相同的習慣25。所以信徒便在祈禱語言中藉由多次的參與，藉著經驗演

練習慣，信徒在自身演練的身體慣性當中便開啟了內在醫治的境域。

除了知覺現象學當中習慣化的理論之外，另一個需要借用分析理論就是他者

的理論，因為醫治當中很明確地提及上帝的存在，也就是意識中的他者；過程中

他者和自我意識的互動便是關鍵。以現象人類學分析靈恩運動的 Csordas，分別

提出「異己26( Alterity) 」和「神聖自我(Sacred Self)27」的觀念。「異己( Alterity)」

的概念說明他者意識在意識的跳躍和分離中被經驗，異己的概念也是宗教現象的

核心，這使得個人能夠在意識中感受自我以外的意識，也就是意識當中「祂」的

存在；為解釋他者意識的出現，Csordas 也以斷裂為例子，說明動物就不具有這

種斷裂和非連續性的特質，這種意識的斷裂使得人類得以發展節慶、獻祭等文化

活動。除了意識的斷裂成為人與動物相異的分野，他提到「親密感」是清晰意識

的極限，他認為這種親密感在靈恩運動的神聖治療中，尤其以人與神的對話姿態

出現，讓人有機會體現自我的神聖感。

因此 Csordas 的異己理論當中「親密的異己」與另一個「神聖自我」的概念

極為相關。在他者和自我意識的互動中，原本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對立的界線被模

糊了，在模糊的地帶便產生「神聖自我」。以內在醫治的回憶治療為例，服事者

引導被服事者在回憶中加入耶穌形象，耶穌形象原本是自我認知能夠發展成熟關

係的理想客體，卻因為進入回憶而瓦解了原本人與神之間的主客對立，透過意識

當中的回憶與意象，發展出與親密互動，包括身體上親密的接觸，譬如與他者擁

抱；或是關係的建立，譬如他者成為父親的形象28。另外回憶治療產生的意象同

時也有啟示性，尤其是在預言當中產生的意象。

另外， Csordas 的研究也提供文化的觀察，譬如在美國天主教靈恩團體的研

究成果當中，就包含靈恩運動與北美文化的心靈健康概念之關聯，各種靈恩活動

中的聖俗轉化，以及靈恩運動中參與者多為女性之性別因素等特徵。

第四節 文獻回顧

25 同註十三。
26 Csordas Thomas.“Asymptote of the Ineffable”,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5. 2004. pp.
163~185.
27 Csordas Thomas. The Sacred Self: A 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Charismatic Hea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48, pp.276-277.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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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分為兩種，首先是基督宗教神聖感的研究，包含

靈修方式以及神學義理的探討。其次是與靈恩運動的相關研究，包含以神學觀點

分析的神學院論文以及以社會學觀點分析的一般學術論文。

首先是關於基督宗教神聖感的研究，這些研究以靈修實踐者或是特殊的靈修

方法為對象。在靈修實踐者方面譬如奧古斯丁重視個人與天主神聖合一的重要
29，盧德認為奧古斯丁最早揭露人類在心理層面與神的連結，他從神學義理解釋

人的心理層面與聖父聖子聖靈的對照。另外奧古斯丁將人區分內外，指出靈魂是

內部的人，用以和外部的身體作區分，人的三種內在能力精神(記憶)、言語(理

智)、愛(情意)，亦分別對照聖父、聖子、聖靈；因此內在醫治所強調的愛、饒恕，

在奧古斯丁的對照下便是聖靈30。由傳統基督宗教靈修學，以及信徒與神的感應

經驗可以提供本研究基督宗教神聖感的參考。

2004 年在輔大心靈醫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的數篇論文，首度就內在醫治

主題作為分析對象。例如王淑鈴〈依納爵神操中的心靈醫治〉將依納爵神修和內

在醫治對照，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都是要回復與神合好的關係，但在做法上以釋

放為例，神操的教導是忽略惡神的干擾，但內在醫治卻要做正式的驅趕31。兩者

的相似之處，皆可開啟與神個別關係的覺醒，但相異之處在於神操的聖神體驗是

不經意的，而醫治的聖神體驗卻一定在禱告會中臨到。若將內在醫治與神操同樣

視為基督宗教親近神聖與心靈淨化的操作方式，內在醫治則是使用更多的心理協

談與記憶治療，較神操更重視驅逐邪靈的處理。綜觀內在醫治和天主教傳統靈修

方式相比，內在醫治不只是心靈狀態的表達，也將心靈狀態轉化為身體的表達。

對於內在醫治與心理輔導的研究方面，譬如陳秉華、鄭玉英以及蔡秀玲的〈心

理諮商中上帝意象的使用〉，他們在心理協談時，除了協談之外也讓個案以上帝

意象的生成達到心理治療的效果。張春申神父以〈一個神學家眼中的內在醫治〉，

說明內在醫治源自神學的關係。

29 盧德，〈奧古斯丁的聖三靈修觀〉，神學論集，2004 年 4 月，頁 97-125。
30 盧德，〈從榮格心理學看天主聖三「隱而未顯」幅度〉，神學論集，2005 年 1 月，頁 600-618。
另外，盧德認為聖三未顯的「第四位」或稱陰性形象可對照榮格的陰影說，對本文的內在醫治而
言，邪靈和聖靈漢賊不兩立，這使得榮格的陰影說能否用來對照內在醫治的仇敵或惡者，仍是個
問題。
31 包含三篇論文：陳秉華、鄭玉英以及蔡秀玲，〈心理諮商中上帝意象的使用〉；王淑鈴，〈依納
爵神操中的心靈醫治〉；張春申，〈一個神學家眼中的內在醫治〉，輔大在心靈醫治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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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數篇神學院的研究則指出靈恩運動對傳統教會的衝擊和影響。譬如玉山

神學院碩士論文針對阿美族教會靈恩運動的研究，林清盛在〈阿美族巫醫治療與

現代基督教靈醫治療比較研究〉指出靈恩運動的靈療替代了傳統的巫醫；宋真光

在〈阿美族靈恩運動的探討與反思〉以及張小玉在〈靈恩運動對今日石磊教會的

影響〉都指出靈恩運動因為會友參加靈恩活動之後回到教會，和傳統的信徒造成

張力與觀念上的差異32。蔣祖華則在〈神恩研究：喚醒一個長久被忽略的觀念〉
33針對靈恩和保守勢力的張力，以基督宗教早期的靈恩團體蒙丹派的例子，說明

當時教會協調並非由絕對的神恩經驗者任神職，而是兩者間的協調來解決雙方的

對立。

由上述的論文可知，在教會內靈恩運動的發展一直受到主流及保守勢力的挑

戰，質疑是否為正統且合乎教義，尤其靈恩運動的醫治與特會中的恩賜使用，經

常和「理性」相對，暗示著這些活動可能是「非理性」的結果。這些研究都指出

靈恩運動衝擊制度化教會，並造成內部的波動，這些觀點包括曾經歷醫治或靈恩

的信徒強調靈恩經驗的絕對，而造成教會的分裂。其中在分析靈恩運動對教會的

利弊觀點上，一些論點承認利端是讓人心靈更與上帝結合，譬如王鏡玲34認為台

灣長老教會長久以來承襲英國文化的壓抑傳統，近年來受到靈恩運動的影響拉進

人神的距離，衝擊原有保守而有距離感的儀式。

但結合神聖感與靈恩運動的研究，以及以人文科學分析的研究則尚在起步，

相關的田野研究以〈聖靈充滿與會靈山運動之會靈〉較多，但可惜沒有深入的分

析。〈心理諮商中上帝意象的使用〉有內在醫治的實際案例分析，但該篇仍為初

稿而非論文。另外，以社會科學的文化批評的角度撰寫〈神力的展演：台灣基督

教安提阿中央教會的個案研究〉，以安提阿教會為田野觀察對象，論述靈恩的力

量在組織當中成為力量和權勢的來源，最後形成階級的劃分，卡里斯瑪的能力可

能演化為宗教的絕對權力，惜仍缺乏以宗教學觀點為出發的分析以及缺乏對宗教

組織發展和教義的了解35。

32 林清盛，〈阿美族巫醫治療與現代基督教靈醫治療比較研究〉，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
1998。宋真光，〈阿美族靈恩運動的探討與反思〉，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02。張小玉，〈靈
恩運動對今日石磊教會的影響〉，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04。
33 蔣祖華，〈神恩研究：喚醒一個長久被忽略的觀念〉，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34 王鏡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神」信仰的三種表現類型初探〉，真理大學人文學報，創刊
號，92年 3月，頁 1-34。
35 林育德，〈「聖靈充滿與會靈山運動之會靈」比較研究之初探〉，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
2003。高瑜，〈神力的展演：台灣基督教安提阿中央教會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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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的研究方面，與亞洲相關的研究，譬如對泰國靈恩教派信徒的研究，

Edwin Zehner 以由佛教改宗為基督教的信徒為例，發現其中的混合性

(hybridity)，他用這個詞來說明靈恩運動結合本土的特徵，這個特徵是由靈恩運

動反綜攝主義(anti-syncretism)底下發展出來的36，這個觀點說明靈恩運動的本土

化可能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尤其能從改宗者原本的文化或信仰概念中發現；

Joel Robbins 也表示靈恩運動在全球化的傳遞下和本地文化結合37，全球化和本

地化的影響也是本篇的研究方向。另外 Sun-gun Kim 對韓國靈恩運動的觀察補充

韓國靈恩運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他站在全球化和現代社會的觀點，認為在韓國

發生的後靈恩運動與現代社會有關，靈恩運動造成信徒的主觀轉向(subjective

turn)，尤其參與靈恩運動的信徒以中產階級為主，主觀的轉向使信徒由對彼世的

嚮往轉為對此世經濟發展的努力，靈性生活直接造成生活自身(life itself)的改變
38。

還有一篇提及靈恩運動對經濟的發展，R. Andrew Chesnut 指拉丁美洲興起

的靈恩教派團體讓信徒對靈恩活動的選擇多了起來，其中女性是這種參與靈恩活

動當中主要消費者，這表示女性較男性更覺得自己需要靈性的成長39。其中靈恩

運動以女性參與者為主，似乎是跨區域的共通現象。

第五節 研究對象及方法

從 60 年代開始，靈恩運動的熱潮紛紛影響許多基督宗教教派，但以長老教

會而言，卻一直到 2000 年長老教會才成立「教會更新服事團」，並於 2005 年更

名為「台灣教會更新協會」。謝禧明牧師為協會總幹事，負責撰寫教材部分並提

供教會有關「聖靈更新」的課程，後來張思聰牧師成為第二位協會的支薪牧師，

專職作內在醫治。

36 Edwin Zehner.” Orthodox Hybridities: Anti-Syncretism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of Thailand”,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Washington: Summer
2005.Vol.78, Iss. 3; pp.585-618.
37 Joel Robbins.”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Palo Alto: 2004. Vol.33, pp. 117-144
38 Sung-Gun Kim.“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Subjective Turn’: The Spiritual Revolution in
Korean Christianity .“Korea Observer. Seoul: Spring 2006. Vol.37, Iss. 1; pp. 217-237.
39 Manuel A. Vásquez. “Review: Competitive Spirits: Latin America's New Religious Econom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Chico: Jun 2005. Vol. 73, Iss. 2; p.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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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2002 年以後協會開始浮現對內在醫治的重視，因此極力鼓勵長老教會

的牧師參加頌泉內在醫治學校。加拿大的頌泉(Singing Waters) 是一個內在醫治

的訓練機構40，它的宗旨是「裝備神的子民去醫治國度」。當時許多牧師赴加拿

大參與頌泉課程結束後，才了解內在醫治的效果與重要，雖然在受訓時是被服事

者，但受訓完畢回台灣後轉為服事者。本研究以「台灣教會更新協會」內部牧師

及相關服事者為主，但所有協會內部成員以及與成員高度相關者皆為本研究之訪

談對象。

本研究採用參與觀察式的田野調查，一面參與活動，以錄音或錄影的方式紀

錄活動內容，另一方面對觀察對象進行深入的訪談。2005 年四月起我開始參與

更新協會的相關活動，並訪問協會的直接成員、相關牧師以及參與信徒，其中包

括教會更新協會的專職人員：謝禧明牧師以及張思聰牧師，赴加拿大受頌泉訓練

而開始內在醫治協談的張文娜姊妹、林志遠牧師夫婦，以及不屬協會成員卻有特

殊預言恩賜的劉芳貴師丈等，訪談的焦點主要在六位服事者經歷，以及觀察他們

如何進行授課或是一對一的內在醫治。除了上述六位機構成員是有經驗及恩賜的

服事者，另外訪問曾接受內在醫治的信徒共十位，皆為女性；其他相關背景以及

簡介列表如下：

代號 年齡(約略) 婚姻 靈恩經歷描述 訪問地點及時間

A 40 多歲 已婚 歸信之後才開始接受內在醫

治

鳳屏教會(高雄)，

2005 年 7 月 31 日

B 40 多歲 已婚 在內在醫治中經歷除偶像和

驅邪靈的過程

鳳屏教會(高雄)，

2005 年 7 月 31 日

C 40 多歲 已婚 因為決定歸信而透過內在醫

治經歷除偶像的過程

鳳屏教會(高雄)，

2005 年 7 月 31 日

I 50 多歲 已婚 經歷多次內在醫治，希望在課

程中追求與神更親密的關係

台灣頌泉內在醫治

學校期間(高雄)，

2005 年 11 月 11 日

R 40~50 歲 離婚 經歷多次內在醫治，自願成為

小組中被處理的示範者

台灣頌泉內在醫治

學校期間(高雄)

2005 年 11 月 11 日

L 50 多歲 已婚 經歷多次內在醫治，希望在課 台灣頌泉內在醫治

40 參考網址 http://www.singingwaters.org/2006/heritage/index.htm，查詢日期 2006 年 6 月 24 日。



18

程中追求與神更親密的關係 學校期間(高雄)

2005 年 11 月 10 日

Q 30 多歲 已婚 接受劉師丈祈禱的女性，並經

歷頌泉以外的內在醫治

在劉師丈的聚會當

中(台北縣)

2005 年 9 月 26 日

F 30 歲左右 未婚 接受劉師丈祈禱的女性 東山教會(台南)

2005 年 8 月 1 日

G 30 多歲 已婚 接受劉師丈祈禱的女性 東山教會41 (台南)

2005 年 8 月 1 日

H 60 多歲 已婚 曾赴加拿大頌泉內在醫治學

校

台北家中

2006 年 4 月 13 日

訪談題目包括個人的生命史以及靈恩經歷，主要問題包括：

1.個人如何接觸靈恩運動？

2.個人有什麼樣的靈恩經驗？

3.個人是否有特殊的恩賜？個人如何使用特殊恩賜？

第三個問題主要用來詢問服事者，針對謝禧明牧師以及張思聰牧師兩位協會

的主事者，會進一步詢問他們對靈恩運動在長老教會當中發展的看法。對於靈恩

經驗，在訪談當中並邀請受訪者僅可能詳細地描述，包含靈恩體驗的部分。此外

本研究還有多位訪談對象未列入表中，譬如忠孝路長老教會王武聰牧師及其會友

等，但由於訪談時間不足或是內容不合研究方向，使得仍有許多訪談資料無法使

用並未列表。另外本研究信徒的訪談者多為中年女性，居住地點多為南部，使得

資料分析上傳統女性的特徵較為明顯。

在訪談的進行中雖然多數受訪者都是初次見面並需要建立關係，不過因為我

和受訪者具有同樣的信仰背景，又在訪談時清楚說明來意，因此都能順利訪問到

與主題相關的內容。訪談對象當中通常已經經歷內在醫治，並且從中得到幫助和

成長的女性都能接受錄音，少部分首次見面並且在當次聚會是第一次接觸內在醫

治的女性信徒則十分避諱。我通常在授課或是集體服事的場合，書寫觀察筆記和

攝影紀錄；在小組或個人訪談時則以筆記和錄音紀錄，本研究的訪談資料多數都

徵得同意錄音，使得訪談的敘述具有相當的完整性。

41 2005 年訪問當時劉芳貴師丈還在東山教會，在 2006 年和其妻陳惠玲牧師一同遷到椬梧教會。



19

不過，不論是服事者或仍是被服事者的信徒，幾乎所有的受訪者接受靈恩或

醫治的轉戾點，是必須先放棄理性或是違反理性。雖然他本身已是一位受洗的信

徒，最後得到醫治而後「相信」邪靈的存在，甚至神職人員牧師也需要放下理性

才能達成與神聖相遇。在這些信徒或服事者的身上，可以觀察神聖感如何成形；

受訪者在訪問時，憚盡心思描繪的神聖形象，雖然奧托說神聖是非體驗者難以感

受的，但巧妙的是藉由研究對象理解的不只是抽象的神聖感而已，而是透過他們

在身體經驗具體浮現的神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