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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絡宗教組織的神聖感

當個人體驗的神聖感落在組織的範疇內，整體信徒產生對神聖的嚮往，就能

帶動整體組織的新方向。因為對信徒來說，這些神聖的體驗就是神蹟，可經驗的

神蹟使信徒對信仰忠誠並願意委身，在靈恩活動的經驗中，越來越多願意以同樣

方式投入組織的信徒，就能夠活絡制度化宗教。而這些活絡的過程可能藉著冒犯

理性宗教成規產生，因為理性與制度化的宗教教導有意迴避非理性的卡里斯瑪活

動。

為了解神聖感如何影響組織，本章藉由靈恩運動的發展談起，先探尋靈恩運

動在美國的起源，再將靈恩的發展大範圍慢慢縮小到台灣的靈恩運動發展，以及

我親身參與的機構更新協會與其訓練單位—頌泉。最後則介紹田野對象：教會更

新協會以及相關服事者，總共有六位內在醫治工作的服事者，由他們實際的經驗

了解神聖感在經驗中如何成形。

第一節 源於美國的靈恩運動

這股活化宗教組織的活動，由教會的神蹟事件為觸媒，並歷經演變與整合。

二十世紀「靈恩運動」源自美國，衝擊當時已趨組織化且僵化的教會體制；靈恩

運動的前身是衛理公會的聖德運動(Holiness Movement)，這個運動由衛斯理在英

國發起，他的教導是天主給人雙重祝福，第一次祝福是在悔改皈依時得到新生

命，第二次祝福則使信徒達到成全或成聖，信徒應該以虔敬的生活去追求第二次

祝福。然而衛斯理第二次祝福的教義傳到美國之後，逐漸演變為追求聖靈洗和聖

靈的能力；領受聖靈洗的時候信徒的罪被清除，得到上帝聖潔的愛。許多教會不

僅想藉這個方式消除當時社會各種危害信仰的主義和風氣，以及對教會帶來的不

良影響。靈恩運動並沒有帶來新的信理，可是卻使教會對聖靈的教導作更深的研

究1。

靈恩運動總共有三波。第一波俗稱「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五

旬節」是猶太人逾越節後的第五十天，「五旬」便是五十的意思，也是猶太人慶

祝農割的日子；在聖經上的使徒行傳第二章記載著，在五旬節的時候發生聖靈充

滿的現象2。五旬節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末期，一些美國追求靈恩的教會渴望普

1 王敬弘，《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啟，1998 年，第十三章，頁 15~29。
2 「忽然有聲音從天上下來，彷彿一陣大風颳過的聲音，充滿了他們坐著的整個屋子。他們又看
見形狀象火焰的舌頭，散開，停落在每一個人身上。它們都被聖靈充滿，照著聖靈所賜的才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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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聖靈降臨，這些信徒認為當時的確產生了新的五旬節。當時他們以舌音，也就

是所謂的方言，作為聖神洗禮的有力證據3。

當時美國各地陸續發生如同新約使徒行傳描述的現象，這些現象可稱為「聖

靈充滿」或簡稱「靈浸」4。其中除了第一章所述新約哥林多後書中所描述的九

種「神恩」或稱「恩賜」，紛紛出現在聖靈充滿的人身上之外，當中體驗者更感

應到身體有熱流傳過，或是在祈禱中見到特殊的景象。「聖靈充滿」與「靈浸」

就是「受聖靈的洗禮/浸禮」，有別於各種以水執行的象徵洗禮或浸洗禮。

第二波靈恩運動是「新五旬節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發生在六十、

七十年代。第一波參與的信徒只有中下階層，第二波卻廣及中上階層。天主教同

樣也在此時期開始了靈恩運動，稱之為神恩復興。第三波的靈恩運動稱為「葡萄

園運動」，又被稱為神蹟奇事運動，或稱權能佈道運動5。第三波已對靈恩運動帶

來的利弊進行理性的反思，並試圖和其他教派的不同意見尋求和解。因此第三波

靈恩運動的特點是鼓勵信徒不只停留在個人的聖靈經驗，反要以自身個人救贖的

經驗去事奉，影響更多人，善用聖靈體驗當中得到的恩賜，服務教會內的弟兄姊

妹。

由第三波靈恩運動至今，從事靈恩運動的發起人或領導者，仍以尋求和其他

接受靈恩的福音派，以及其他不同主張的靈恩派共存為目標。靈恩運動的領導者

開始反省早其因為強調靈恩經驗的絕對性，而造成教會的紛爭，這些紛爭包括經

驗靈恩者認為他們的經驗才是絕對的聖靈經驗，這使得一些尚未經驗的信徒認為

這些經驗者的姿態太過高傲。不過這些反省並沒有使靈恩領袖否定聖靈引起的身

體體驗，而這些經驗仍繼續發生在靈恩運動的參與者身上。

靈恩運動由北美發展而來，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靈恩運動當中的「健康」概念

其實源自美國中產階級對健康的概念。那是對自我的理想化，健康就是從壓力當

中解放並且得到控制，而所謂的不健康便是失去了控制6。另外靈恩運動的參與

者多數為中產階級，根據 1980 年天主教靈恩運動的研究顯示，靈恩運動在魁北

克的參與者為中產階級的婦女，在美國則多為神職人員。80 年代以南美墨西哥

始說起別種語言來。」《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台灣聖經公會，2005 年，頁 186。
3 王敬弘，《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啟，1998 年，第十三章，頁 15-22。
4 張慕皚，《近代靈恩運動》，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年，頁 19。
5 同上註，頁 15。
6 Csordas Thomas. The Sacred Self: A 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Charismatic Hea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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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iudad del Lago 為例，靈恩運動的參與者也是中產階級，他們並且放棄個人

私有財產以徹底實踐共產的理想。非洲參與靈恩運動的是中產階級、藍領階級以

及知識份子。但對於亞洲地區的參與信徒階層則沒有明確說明，以台灣為例，只

觀察到女性參與的比例甚高，其他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另外，靈恩運動的發展似

乎因本地原有信仰和風俗使然，使靈恩的發展結合更多文化特徵7。

第二節 台灣的靈恩運動發展

台灣基督宗教靈恩運動的開始時間約與美國第二波靈恩運動相似，在六 O

年代末期，許多強調靈恩的教會陸續在台灣開設教會。其中被傳統教派認為最急

進的是江端儀「靈恩佈道團」中的錫安山，他們反對教派體制和形式，認為自己

才是唯一的滿有聖靈的教會，並且反對所有的教派派別。另外，新約教會強調對

聖靈的恩賜，偏重在方言上；教義上，新約教會隨著靈恩領袖對聖經和聖靈的體

會而不斷變化8，和傳統以制度定型的教會有所不同。

除了新約教會之外，1981 年「中華祈禱院」的興起對靈恩運動也造成不小

的迴響，祈禱院俗稱禱告山，它是由信徒捐獻出來的山坡地改建而成，以作為靈

修或靈恩活動之用。禱告山出現後，明顯成為本地靈恩運動發展的朝聖位置之

一，當他的地理位置由俗成聖之後，也成為神蹟發生的代言地。禱告山造成信徒

共同相信的神聖感源於一個戲劇性的結果，設立人戴義勳牧師在某聯合培靈會公

開要設立禱告山的心願後，當晚便收到 17 萬的奉獻基金。在這麼少的基金底下，

戴牧師仍感覺到有人會奉獻這個場地，不久便有一名信徒在負債二千萬的情形下

捐地以供教會使用9。禱告山既非教派也非教會，除了陸續傳出神蹟外，它開設

的相關課程更成為培養、傳承相關聖靈知識的訓練所，譬如九 O 年代後期開設

的內在醫治課程便吸引許多信徒參加。當時不同教派的牧師陸續上山接受靈恩的

體驗和教導，帶著體驗的震撼，回到各自教會之後繼續實踐，成為台灣靈恩運動

發展早期的高潮。禱告山對聖靈或醫治釋放、內在醫治的看法和教導，也成為目

前許多從事內在醫治信徒最初的啟發。

「你看靈糧堂怎麼發展，如果研究他們的歷史，以前他們也是很傳統的教會，

但是周神助牧師，就覺得也是很疲倦，自己就跑到禱告山，苗栗的禱告山，去禱告，

7 Csordas Thomas. Language, Charisma and Creativity : The Ritual Life of a Religious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20~39。
8 郭恩信，〈新約教會—靈恩運動的探討〉，《甘露雜誌》，1988 年 4 月，頁 24~30。
9 林蔚菁，〈禱告山的一日〉，《新生命雜誌》，1985 年 12 月，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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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感受到有聖靈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覺得這是一個教會復興的秘訣從禱告開

始，所以他回到自己教會裡，也不講什麼，就把信徒一批一批帶到禱告山，讓禱告

山的那些講師啊給他改變，回來以後就開始有共識... 10」

「筆者回顧於一九九一年的農曆新年時，參加了苗栗禱告山的退休會，一開始

便帶著觀望的心態參與，但是在初二的『內在醫治』信息當中，講員談到『饒恕』，

聽完那一堂的信息之後，猶如一刀穿刺了筆者的心中，.....不知為何那一天歌詞和

旋律唱起來卻有很不同的感受，一整天的聚會不覺得累，其他後兩三天的聚會，更

是數度的流淚確帶著歡喜，感覺有一種被釋放的力量，這是從來不曾經驗過的感受。
11」

以「山」作為靈修或聖靈啟示地點的不只在苗栗禱告山，原住民部落中也出

現了聖經中的「西乃山」。1986 年，一些居住在台東原住民的婦女發現山上有發

亮的葉子，消息傳開之後，人們認為這和摩西發現焚而不毀的荊棘相似，認為這

座山有神的同在，後來擁有該地的信徒決定將地奉獻出來，闢建為「西乃山禱告

院」。由當時經歷過禱告山聖靈經驗的牧師負責舉辦活動，譬如推展東部跨教派

的禁食禱告12。西乃山禱告院與苗栗禱告山的成立時間相近，並且對成立的主事

者而言，都有一些啟示，以確立這些「禱告院」的神聖性，其神秘發源與神聖性，

使得信徒對聖靈運動當中超乎自然的力量更加堅信。對苗栗禱告山的信徒而言，

超自然力量發生在欠債的信徒竟然願意捐地，這是違反常理的行為；對西乃山而

言則是多人共見及口耳相傳的神蹟—發亮的葉子。這些多人共信的神聖事蹟，使

山頭轉化為神聖空間並成為靈恩/卡里斯瑪的聚焦地、朝聖地，許多人上山之後

發生的靈驗事蹟，也使神聖之山帶著靈恩必現的保證。

藉由更多信徒對禱告山等跨教派團體神蹟的展現，以及邀請國外的靈恩教會

牧師來台舉辦活動，很多人在這些活動當中得到體驗，便口耳相傳，靈恩相關教

導和實踐順利推廣到許多教派；當時實行靈恩教導的教派，通稱為靈恩教會或靈

恩派。但不是每一個教派都接受這樣的教導，一些並未大力推行靈恩運動的教派

或教會，他們的信徒在靈恩活動得到的體驗或習得的靈恩認知，必須和原本教會

的教導作整合。靈恩運動初期，不願接受靈恩作法的傳統教派當中，長老教會便

10 〈20050615 謝禧明牧師訪談〉。在訪問王武聰牧師時他也提到之所以知道如何禁食禱告是透
過禱告山的運動。「Q：你那時如何知道要禁食禱告，有沒有牧師讓人印象深刻？A：那時禱告山
的運動就開始，禱告山有戴義勳牧師」〈20050703 王武聰牧師訪談〉。
11 宋真光，〈阿美教會靈恩運動的探討與反思〉，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02，頁 3。
12 同上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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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例子。

長老教會長久以來承襲加爾文的理性傳統，教義已制度化，教會的牧師所受

神學訓練也以理性為基準，因此在面對感性或情緒性的靈恩現象有些不知所措，

尤其靈恩教會初期尚未系統化制度化，雙方因著不同的立場與背景曾引起紛爭。

當時長老教會等傳統教派對靈恩教會的作法質疑之處，包括曾經歷靈恩的信徒絕

對化自己的神聖經驗13，以及恩賜運用不當的困擾14。在理性的傳統教派眼中，靈

恩教會的信徒強調宗教體驗和身體感知，正如一些非理性的宗教以祕蹟恩寵作為

經驗的絕對標示，猶如祕法傳授者，這些與儀式結合的秘蹟恩寵會削弱倫理的影

響；如果以韋伯論宗教發展的過程，傳統教派已經是成熟發展完成而理性的宗

教，靈恩教會則需要經歷日常化的過程才能過渡到理性。

傳統教會認為靈恩拒斥理性，例如董芳苑教授比較靈恩與薩蠻或巫術的傳統

時，認為靈恩當中狂熱或排他的狀況其實是「巫」的行為，希望信徒捨巫而就純

正的聖靈15。正因為靈恩在表現或功能上，可能與巫覡類似，因此林清盛牧師認

為七 O 年代禱告山盛行靈醫活動，在功能上取代了阿美族原本的巫醫

Cikawasay16，再加上現代醫學的引進，使得 Cikawasay 逐漸消失。Csordas 也在

印尼觀察到靈恩醫治代替了傳統的靈媒治療，因此在台灣原住民的靈恩發展和印

尼相似，都是以靈恩運動的靈醫取代巫醫，但和北美的發展卻相異17；就 Csordas

的觀察而言，北美靈恩運動的發展並不是以靈恩運動的靈醫取代巫醫，而與美國

人的健康觀念，如控制或親密等主題結合。

至於服事者擁有的宗教稟賦及恩賜，童春發牧師對原住民的觀察將台灣教會

追求靈恩經驗的狀態，分為「自發性」、「鼓勵性」以及「操練性」。「自發性」是

突發無原因的產生，「鼓勵性」則是由於家人追求靈恩經驗，受到鼓勵或刺激而

去追求；「操練性」則是因為牧師服事上出現瓶頸，希望藉由靈恩訓練求突破18。

因此不論原住民宗教稟賦的產生是受到週遭親友影響或是出於自發，童牧師都認

13「對於靈恩教會，我覺得有些方面的確要非常小心，如在排他和驕傲上，都應受到提醒。」夏
忠堅等，〈靈恩運動多元對話〉，《新新生命雜誌》，1988 年 8~10 月，頁 49~60。另外在訪問台南
神學院院長黃伯和，何者為靈恩最大的問題時，他回答：「排他，很多教會的紛爭就是由此來...」
14 「我覺得靈恩教會比較常出問題的是在恩賜的運用上....這一方面也是由於過度的權威」，同
上註，頁 51。朱柬，〈預言的誤用或濫用〉，《新生命雜誌》，1985 年 12 月，頁 9。
15 董芳苑，〈台灣基督教靈恩運動之探討〉，《台灣神學論刊》，1987 年 3 月，頁 71-94。
16 林清盛，〈阿美族巫醫治療與現代基督教靈醫治療之比較研究(以太巴塱部落為例)〉，玉山神
學院神學道學碩士論文，1998。
17 同註六，p. 38。
18 童春發，〈靈恩運動與社會〉，《新新生命雜誌》，1988 年 8~ 10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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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靈恩經驗幫助他們脫離醉酒的生活，開始積極的教會或家庭生活。

無論是傳統教派還是靈恩派都不得不注意美國靈恩運動除了使信徒個人體

驗聖靈，帶來積極的改變外，還會帶來「教會復興」的結果，即信徒人數的增加，

譬如韓國即因為靈恩運動使信徒人數顯著增加，使得韓國成為許多亞洲華人教會

看齊的目標。90 年代末期，傳統及靈恩教會為了共同開拓人數上的成長，便展

開傳統教會與靈恩教會的對話，互相承認缺點。傳統教會願意承認制度化、程序

化的聚會。無法提供另一種更自由和釋放的選擇；靈恩教會也承認靈恩可能產生

的弊端，轉而開始重視組織和理性解釋19。透過溝通後，傳統教會對靈恩運動的

認同度升高，甚至將靈恩運動以及所關聯的現象，認為是第二次的宗教改革20。

靈恩運動不只是宗教振興運動，也是活化僵化宗教組織的方式。

傳統教會亦對靈恩運動現象作出對聖靈的神學解釋與整理。林鴻信牧師為了

釐清複雜的「聖靈」本貌，簡單描述聖靈在三一的位置，相對於在「在我們之上」

的聖父，「在我們之中」的聖子，另一個就是「在我們之內」的聖靈。聖靈和人

的靈都位在「內部」，因為兩者距離相近，因此要區別上帝的靈和人的靈並不容

易。他也發現在靈恩聚會當中的確可以藉著身體姿勢表現出接受的心態，但是必

須出於樂意，強迫反而會因為身體的限制導致心靈束縛。另外聖靈成為諸多聚會

中被展現的力量，這些力量稱為「上帝力量的發動者」，而不完全等同於上帝的

力量；因為如果只將聖靈與力量等同，可能暗示人能夠主導力量的發生21。

這點與靈恩經驗者的宣稱相同，有時候他們強調「靈恩」運動由神啟發並屬

於神，其他時候則說「靈恩」運動是由聖靈親自推動；由後者來看，靈恩的更新

並非社會文化的現象，而純屬「靈」的現象了。靈恩工作者小心翼翼防止自己認

為力量是藉著自己產生，是為避免宗教倫理所禁止的「驕傲」；因為人仍然成為

力量傳遞的中介者，如果力量的來源和思考的來源都是來自內在，正如林鴻信所

言會有分辨上的困難。但在張思聰牧師得到的意念中，他卻在內在意念中成功分

辨自己的意念和外來意念，並且得到啟示。這個啟示在張牧師的理解下造成合乎

教義的倫理，並且成為他往後遵守的準則：

「像有一次我們在聚會，哇那很好啊，當場有很多人得醫治啊，晚上結束我就

19 夏忠堅等，〈靈恩運動多元對話〉，新新生命雜誌，1988 年 8.9.10 月，頁 49-60。
20 林鴻信，《聖神論》，台北：禮記，民 86，頁 220。

21 同上註，頁 8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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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我就禱告，感謝主，主耶穌謝謝你，今天非常成功，主就給我一句話，是

我要謝謝你，不是你要謝謝我，我說為什麼，因為那個聚會是我的不是你的，無形

中開始驕傲起來的時候...會漸漸把你的心都塞滿，你不曉得，但聖靈會提醒你，另

外隱含了一個意義是，我今天很成功...裡面隱含的潛意識，你沒察覺到的是自我很

高興，對自己很滿意，那時候我才警覺到，我不過是助理而已，祂才是真正工作的，

那是他的節目不是我的22」

以下進入長老教會的靈恩運動發展，並以韋伯理論中卡里斯瑪的制度化、以

及宗教的日常化來理解靈恩組織的形成，以及它如何落在全球化等脈絡，它和社

會或個人互動與彼此影響的各種可能性，作為了解內在醫治現象的背景。並且由

這些牧師及信徒接觸靈恩的轉變過程解釋靈恩現象的形成。

第三節 更新協會與其訓練單位—頌泉

亞洲、非洲和南美靈恩運動的發展有類似的模式，由宣教士到美國訪問靈恩

教會，回國時便仰賴外援，譬如邀請講師仿照同樣模式開始醫治禮拜。因為剛開

始的靈恩團體需要得到最初給予「指導」(instruction)的組織或個人的支持23。長

老教會早期也由宣教士羅學川牧師引進靈恩的概念，一直到 1999 年才有更新服

事團的成立，由謝禧明牧師擔任總幹事；2005 年張思聰牧師加入成為第二位專

職成員，為了財務上開立奉獻證明的便利，便正式成立台灣教會更新協會。

協會在謝禧明牧師的更新課程以及張思聰牧師的內在醫治搭配下，為了使教

會達成更新的目標，提出為時四年的「健康教會」課程，「內在醫治」課程被列

為第一年的優先課程。更新協會所強調可改變人的聖靈力量便透過「內在醫治」

使信徒具體感知與體驗，也可解決信徒們的內在問題。人人改變之後，教會便能

擁有真正的和睦。不過「內在醫治」的實踐除了信徒必須集體參與課程之外，還

要透過一對一的協談才能深入效果，然而一對一的協談需要更多協談人員以及培

訓，因此協會便與國外訓練服事者的機構合作，也就是頌泉內在醫治學校。

對於更新協會而言，頌泉內在醫治學校像是類似「禱告山」的團體，它是靈

恩運動底下之教派靈恩發展的卡里斯瑪聚焦處。頌泉內在醫治課程也藉由口耳相

傳的療效和體驗—被醫治或是感到「靈命更新」，使許多長老教會的牧師到加拿

22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問〉。
23 同註六，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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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頌泉學校去接受醫治。接受頌泉完整醫治課程的學員，便是更新協會認可的

「小組長」。「小組長」即為服事者，可對信徒進行內在醫治以及協談。協會推薦

信徒參加頌泉訓練，但個人於加拿大二個月的受訓費用，不含機票即高達 12 萬

元台幣，因此協會正式成立前幾年曾向企業單位尋求贊助 200 萬元，補助十餘位

長老教會信徒牧師集體免費參加。受訓完之後，信徒或牧師回到教會即可幫助會

友進行內在醫治。對於接受醫治且受訓完成的小組長，協會並不將他們收編為協

會專屬服事者，專職者仍只有張思聰牧師一人，小組長對協會亦無責任與義務。

2005 年 11 月初頌泉來台舉辦內在醫治學校時，由曾參與頌泉醫治的信徒擔任小

組長，由小組長之間的互動可看出，服事者對頌泉較協會更有向心力。

像頌泉或是位在英國的愛流(Ellel)等內在醫治訓練機構，雖然機構的培訓過

程仰賴宗教稟賦者，但每一訓練機構並不單獨成為教派。這說明恩賜的有無即使

造成身份分化，造成宗教達人與一般信徒有所差異，也不見得使宗教達人必然另

起爐灶開設教派。然而過去教派的形成，的確是透過宗教達人成為教派領導人並

區分不同達人的跟從者，這些宗教達人也都具備一定的恩賜稟賦，這使得恩賜所

代表的卡里斯瑪能力在教派組織分化中成為關鍵，並且帶領教派在分流後繼續走

向日常化。

台灣的靈恩運動發展中的確也出現特殊宗教稟賦的靈恩者，在恩賜發展的過

程開設教派的例子。謝禧明牧師以其中一位開設與靈恩相關訓練學校的恩賜人士

為例，參加者在參與訓練後無法適應原教會的教義解讀與模式，便由受訓者成為

宗教達人，同跟從者另外開設教會形成獨立教派。但更新協會推廣更新以及頌泉

內在醫治之目的，不在養成宗教達人並分立教派，而傾向在訓練或感受力量之

後，信徒或牧師回到原教派和原宗旨或教義融合：

「現在有很多受過訓的人，他們沒辦法回去運用，他們覺得說我們原來那個教

會 ho，差我們現在的領受差太多，所以他就要另外設立一個教會。... 我是長老教

會，我更新了，我應該要回到長老教會來帶更新，那個更新的方法比你自己去設立

一個教會 ho，更困難但是更重要，因為你要適應這邊這塊土地嘛。24」

協會和頌泉有著類似的培訓目標，均具備尋求恩寵的特質，但都不是正式的

教會，而站在協助教會的立場。因此協會需要倚賴頌泉，倚賴的情形一方面像是

全球化的中央與邊陲，雙方建立供需關係，但更新協會並非無條件接受頌泉模

24 〈20060425 謝禧明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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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非頌泉增生的細胞。

首先，內在醫治對聖靈影響的理解框架，仍舊在靈恩運動的影響之下；靈恩

運動在世界的擴增並無一致性，它從北美擴增之後已逐漸適應後現代的特徵，就

是去中心化，也因此和本地互動形成許多靈恩組織，譬如禱告山和教會更新協

會；因為靈恩運動者們彼此自我認知在「做同一件事」，使不同教派的信徒能在

靈恩聚會中遊走，並帶動對靈恩知識的補充。其次，這波浪潮最後才影響傳統教

會，長老教會向靈恩運動的呼應與參與，已是運動日常化之後的階段；因此即使

它以過去的靈恩中心—北美機構為外援，在面對靈恩現象時，不能忽略過去靈恩

運動在本地所累積意義解釋的基礎25，因為頌泉只是眾靈恩知識的來源之一。第

三，謝禧明牧師強調長老教會的主體性，表示這些結盟其實是「借鏡」他人的做

法，以幫助長老教會在更新過程中去蕪存菁，他肯定前人既有的信仰理性成就，

因此維護部分傳統信念的立場下，成為本地與全球靈恩運動互動的立基。

「你應該要更新回復到你原來的精神，我不是說你更新以後就變成

Pentecostal 五旬節派，在教會裡面蹦蹦跳跳什麼，就是要禱告要講方言這樣... 26」

保有主體的立場，使長老教會靈恩組織即使接觸靈恩運動，也能保有抗衡靈

恩體驗的理性控制。有鑒於過去靈恩運動靈恩領袖將經驗絕對或權威化的現象，

謝禧明牧師認為內在醫治不能絕對化：

「如果內在醫治變成 pattern、一個隧道，所有、你要通過這邊才能到那邊。

你把內在醫治變成一個、一個 system 就有問題啦。我的主張是這樣。(那他【張思

聰牧師】覺得呢？)他覺得喔不行啊，你沒有內在醫治你怎麼可以做長老...27」。

理性控制限制非理性的宗教體驗膨脹，並減弱體驗取代教義理性判斷的力

道，但對於實踐者張思聰牧師而言，內在醫治卻有無可取代的神聖作為。謝禧明

牧師偏重理性控制並且意欲保留傳統好的部分，和張思聰牧師偏重體驗並且重視

與頌泉之間的關聯，雖然二者產生認知拉鋸，卻能防止協會的內在醫治體驗在靈

恩體驗的引導下，不致於完全被全球化機構征服，而能維繫傳統教派立教的特色

與堅持。

25 2005 年 11 月在高雄舉辦的頌泉內在醫治學校，即邀請台中施恩堂杜智弘牧師講課，在與信
徒的互動當中，她的專有用詞經常彷彿信徒已經了解她的講解內涵，譬如撒但的權勢等等。
26 〈20060425 謝禧明牧師訪談〉。
27 〈20060425 謝禧明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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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泉藉由訓練仍成為卡里斯瑪的聚焦地之一，和其他本地的卡里斯瑪聚焦地

點一樣，透過訓練組織訓練出來的小組長/宗教達人回到教會之後，成為具備恩

寵的卡里斯瑪領袖。而協會本身雖然有張思聰牧師個人在內在醫治所透岀的特殊

靈恩恩賜，卻未使協會成為聚焦的卡里斯瑪象徵，反倒成為靈恩資訊、宗教達人

資訊交流站28。

第四節 田野對象：教會更新協會以及相關服事者

謝禧明牧師與張思聰牧師均受長老教會的神學訓練，過去他們只以理性角度

的理解信仰，視靈恩運動為非理性，直到體驗靈恩中的神聖感，才接受靈恩運動

中非理性和情緒性、情感的成分，並了解靈恩的力量，原來是在身體上可感知和

可覺察的神聖。然而這只是開始，與神聖感更開啟了他們追尋與神聖相遇的動力。

謝禧明牧師組成更新協會之後，亦掌握許多受頌泉訓練以及具備靈恩經驗的

長老會信徒及牧師的資料，以及從事相關內在醫治服事的牧師及信徒，透過訪談

之後，我挑選出具備意願且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人員，包含謝禧明牧師以及張思

聰牧師在內六位服事者，他們的經驗都是先體驗神蹟，再受到共同卡里斯瑪領袖

的指引，或是在禱告山時得到啟發，有些在此過程中發掘岀特殊恩賜，有些則是

得到醫治，再繼續尋求醫治或成為具備使命的服事者。

1. 謝禧明牧師的靈恩經歷

謝禧明牧師約六十多歲，是台灣更新協會總幹事，從就任以來就不斷藉由主

日的講道，向許多長老教會信徒鼓吹聖靈更新的重要性。謝禧明牧師相信靈恩力

量的真實，是在得到神蹟般的醫治之後。過去他不輕易相信靈恩運動及其神蹟，

因為「自己本身都沒有親自去經驗到29」；後來謝禧明牧師經歷醫療科學可判斷的

神蹟，感受狂喜的情緒。這個經歷開啟他與聖靈相遇的渴望，以及開啟「靈命」

繼續被「更新」的需要。換言之，這個神蹟導致他對靈恩運動中靈恩力量的相信，

轉而朝向心靈上與聖靈結合的需求。

「.....我的青光眼又復發....陳祿牧師看到我眼疾的痛苦，也為我按手禱告

28 田野訪談中的人選均由謝禧明牧師提供，他們彼此之間可能也互相認識，知道誰有哪些恩賜
等。
29 〈20050615 謝禧明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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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帝的醫治。『慈愛的上帝，你的僕人在服事上需要一雙好的眼睛，我求你替他換

零件...』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禱告，但是他的禱告卻是那樣的誠懇迫切......

奇妙的是，兩個禮拜後我去看眼科醫師，經過詳盡、仔細的檢查後，醫生竟然告訴

我：你根本沒有青光眼的跡象....我欣喜若狂.....從那次起，我開始渴望自己靈命

不斷的更新...渴望參加各種聖靈更新的特會....」30

在這些經歷之後，謝禧明牧師便願意從承受者變為聖靈更新運動的承擔者，

從被服事者變為服事者。「耶穌醫治每個人之後就是一個呼召，他說喔妳來跟從我，

他給你醫治，很重要的就是他要呼召你。」這個和上帝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決定，

稱之為「呼召」，對他而言神聖的醫治背後有著神聖使命，因為聖靈醫治帶來的，

並非單純指神靈從上對下施展力量。治癒之後，隱藏在謝禧明牧師心中，那看不

見的神聖對話持續發酵，醫治的經驗讓他養成與上帝對話的習慣。聖靈治療成為

通往神聖的入口，他了解到醫治本身只是與神聖感結合的前奏，與神聖更高一層

的結合便是成為傳遞聖諭的媒介。治癒背後的動機明朗化，幕後的神聖「呼召」

到台前取代原本目前神聖醫治，謝禧明牧師和全然他者的互動，便透過覺察一種

背後心意，達到更高層與神聖的結合。

謝禧明牧師表示自己的恩賜是「教導」，這是一般的恩賜。他以自己受過的

教育訓練為基礎，揉合羅學川牧師以及一些靈恩教材，重新編製一套聖靈更新的

教材提供教會使用，強調教材必須要符合本土需要，不能直接移植國外的經驗，

以維護長老教會的主體性。因此在長老教會內的「教會更新」或「更新服事」，

不論謝牧師或張牧師均稱這些都由聖靈引導，這樣的指稱迴避了人的主導性，但

即使在聖靈的引導下，服事者對聖靈體驗的推廣，在他們領受聖靈引導和啟示之

後，仍是有意識地推行並安排。

雖然謝禧明牧師稱自己並沒有特殊的屬靈恩賜，但他在祈禱當中也能以類似

靈視的方式，根據腦中浮現的圖樣，向被服事者解釋他的問題所在。這個例子也

說明，當圖像的分析正好符合被服事者的現況，自己的狀態突然被揭露出來時，

就彷彿與神聖相遇一般，而顯出訝異或控制不住的情緒反應。

「我就替他禱告，ㄟ就有 picture，那個意象，那個意象是什麼，ㄟ我說你...

好像背了一隻馬，還有一個桌子....你回去你要裝那個桌子的時候，費了很大的力

氣，這個螺絲很不合，又那個螺絲那樣子，而且你弄起來以後那張桌子還會搖，他

30 謝禧明牧師，《走在更新之路》，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2004，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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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怎麼知道？...這是屬靈的方面的意義嗎，我說有這跟你的牧會有關係，你很努

力，你很拼命，但是你覺得你沒有效果....原因在哪裡，你把你的手冊放在旁邊，

direction，像我工作都有一個步驟嘛，第一個螺絲第二個螺絲，你要按照那個作....

你把你那個手冊丟在旁邊，你覺得你會了，所以我螺絲就這樣做，結果不對，齁，

他就哭了，他就覺得說你說對了我現在的狀況。」31

2. 張思聰牧師的靈恩經歷

張思聰牧師約五十多歲，是內在醫治課程的講員，講課中常針對本土特有的

文化民情引例說明，本身也有預言及醫治的恩賜。參與加拿大頌泉內在醫治學校

之後，回台撰寫教材，受邀到各教會講課並舉辦內在醫治研習會、特會。1990

年德國漢堡大神學碩士畢業，1994 到 1997 年於以色列希伯萊大學進修，為了回

國參與聖靈醫治工作，他放棄希伯萊大學的學位回台灣。

張思聰牧師與聖靈相遇的狀況並非透過疾病治癒，據他陳述「我個人的經歷

是漸漸的，並不是被電到啦什麼」，而是經歷到與神聖交往的非日常經驗，一種非

理性所能解釋的反應。

「那時候開始經歷聖靈的工作就是，他們唱詩歌的時候、他們唱詩歌的時候就，

嗯，好美，然後就會開始流淚，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這樣的經歷，開始流眼淚，

很感動，後來才漸漸明白那是聖靈的工作.... 32」

雖然這與治癒的情境完全不同，但唱歌時的流淚對張思聰牧師而言，卻是反

常態和出乎意料的結果。這些反常態的身體體驗，使張思聰牧師無法理解。和謝

禧明牧師相同的是，在經歷不尋常的觸動之後，他也必須要確認這些觸動背後的

原因；這些疑惑和反常的感知使當事者推測應該是受到不可測力量的影響。謝禧

明牧師的「渴望」和張思聰牧師「漸漸明白」說明田野對象在接觸聖靈時產生的

兩種心境；首先，這種觸發當下給予信徒某種滿足感，但往後卻開啟信徒對未知

力量的好奇，引起信徒的「渴望」，與神聖繼續相遇或結合的渴望。其次，信徒

希望在理性上「漸漸明白」觸發經驗的意涵，也持續探索自己體驗神聖之後，是

否需要兼負神聖使命的傳遞者。

31 同註 28。
32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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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想有機會當老師的，教神學的老師，我去以色列讀書也是想做博士，

後來就沒有成，三年半神叫我回來，那時候經歷神聖靈的工作，我們那時候想如果

在那念完博士回來，可能對工作的幫助比較大，但是那時候禱告，上帝認為你要講

聖靈的工作，你的學位沒有用，博士學位對你沒有什麼意義啦...33」

因此還沒有攻讀到博士學位，他就毅然決然放棄了這個機會回台灣，完成他

推廣聖靈工作的使命。後來他成為教會更新協會的第二位支薪牧師。過去張思聰

牧師在德國受過理性的神學訓練，然而接觸靈恩之後，除了感知聖靈力量，比較

大的衝擊是承認「靈界」的存在，這也是他在授課時的重點。受過理性訓練的他，

認為理性神學否定了靈界、鬼魂的存在。

「我覺得這樣純理性的是很不負責任，他把你全盤否定，他明明遇到鬼了，你

還說他是心理作用，所以民間很清楚啊，就煞到嘛，就這樣而已啊..... 我們的主

流教會都是用西方的神學思考的模式，非常理性的思考。34」

張思聰牧師向信徒說明「靈界」的存在方式，是透過他的親身經歷；而他進

一步想要指出的存在，其實是靈界中的邪靈。因此張思聰牧師在實行內在醫治當

中，即具備指認被服事者受何種邪靈侵擾的能力，同時能夠替人驅趕邪靈。

3. 張文娜女士的靈恩經歷

張文娜女士是約四十多歲的單身平信徒，和張思聰牧師是兄妹。她的聖靈經

驗源於特會，在特會當中她得到了「看見異象」的恩賜。她的靈恩經驗與情緒相

關，在感受聖靈時會無緣由的笑與哭，在聖靈觸發情緒的經歷上和張思聰牧師相

似。在這些靈恩經驗之後，她便得到看見意象的能力。

「我對聖靈的概念是從特會來的，就在領受方言禱告之後，先是喜樂的笑，然

後變成大哭，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是很強烈的彰顯，再來突然看見一句話，

是黑底白字....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異象；是一句話，一排字，那我就知道是神在對

我說話。35」

張女士也特別陳述她與張思聰牧師在恩賜上的差異。她領受的是意象，也就

33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
34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
35 〈20050403 張文娜女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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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圖象出現，而張思聰牧師卻是意念，兩者的差距在於張思聰牧師可以直接將意

念說出，但圖象對張女士而言，還需要等聖靈對於圖象的解釋指令。她接觸內在

醫治是透過靈恩領袖譚牧師的鼓勵：

「牧師(譚適德)告訴我，要我去上內在醫治，他覺得我需要被醫治，但我覺得

已經好了，已經很健康，然後他說妳有很多傷你不知道。妳不知道的話，我要小心

用詞免得妳受傷.... 最後我還是去，免得他一直問不停36。」

靈恩運動中平信徒相當倚賴卡里斯瑪領袖的恩賜能力，既然他們擁有比音盲

者更多的感應，就能向音盲信徒作出有效的提醒，韋伯以宗教音盲(die religiös

“Unmusikalischen”)，這個不懂音樂的字眼形容大眾意識，有可能大眾和達人共

同看見意象，可是對大眾而言他們無法理解意象的意義，對他們而言雖然看見卻

彷彿聽不懂或看不懂一般37。當中也暗示著對接受內在醫治的信徒而言，有些需

要醫治的關鍵是不自知的，雖然信徒無法知曉，卻信任卡里斯瑪領袖的指引。

張女士赴加拿大參與頌泉內在醫治全程課程，返台後即開始協談醫治工作。

她雖沒有神學院授與的正式傳道身分，但仍受信徒尊稱為「傳道」，專作女性基

督徒一對一的協談與內在醫治，有時也與哥哥張牧師一同服事。張女士擔任去年

頌泉在台舉辦內在醫治學校的聯絡人。

4. 林志遠牧師的靈恩經歷

鳳屏教會的林志遠牧師夫婦，他們約四十多歲，曾經參與頌泉內在醫治學

校。他們是觀察對象當中唯一具有社工背景的，因此他們替信徒作內在醫治時結

合原本所學的協談技巧。他們主要服事的對象是教會的會友，許多都是因偶像崇

拜而需要「切斷」與邪靈的聯繫，或者需要直接從身上「趕出」邪靈。

林志遠牧師原本不太相信靈恩運動的趕鬼以及聖靈經驗，他陳述最早接觸聖

靈是替一對初信會友趕鬼之後，突然脫離了平常看講稿的習慣，開始不看稿地講

道，並且發現「我感覺到有一個能力，一直從我身上有一些話就一直釋放出...神

的話就想活水江河從腹中湧流一樣，我一直講一直講38。」林志遠牧師與張思聰牧

師都經歷原本與神聖交往的日常性經驗，原本他們的禱告可能只是意識的默想，

36 〈20050403 張文娜女士訪談〉。
37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頁 80~86。
38 〈20061019 鳳屏教會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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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因為聖靈經驗在日常經驗中引發非日常性。這種突發的非日常性成為理解聖

靈神聖性的開端，也引導恩賜的出現。

林志遠牧師也透過另一位靈恩領袖，劉竹村牧師，擁有看意象的恩賜。對於

信徒如何從沒有恩賜到擁有恩賜仍涉及複雜的討論，但對於恩賜的擁有者是說自

己「領受」恩賜。以林志遠牧師的狀況而論，恩賜是透過靈恩領袖獲得的，但獲

得恩賜之後，持有者進一步確定恩賜的強度卻要透過說出他人狀態的準確度來判

定。對恩賜的持有者來說，需要透過不斷的「操練」，以某種方式參加課程的自

我訓練來達到準確度。但參與課程或特殊訓練不是唯一操練的方式；內在醫治當

中經常要以恩賜說出被服事者的狀態，尤其在他們還未表示之前，這項「先知」

的特徵讓被服事者感受到和神聖相遇。

「他們生活很苦，而且他先生也得了癌症末期，那事先我根本就不曉得這些東

西，..... 我們為他們禱告，我說奉主耶穌的名帶這位姊妹到主你施恩寶座前，主

你親自來跟她講話，我停了兩三秒鐘我就看見神給我一個圖樣，那個圖樣是什麼，

她在一片的竹林...而且我看見、那個竹子開花，上面的竹子開花，那竹子開花就什

麼，(快死了)，是啊，神就跟我講說就說出去，所以那個姊妹就一直哭一直哭....
39」

從服事者的陳述當中亦發現，服事者確認說出預測的正確性，「哭泣」幾乎

成為一項正確的指標。哭泣的指標一方面替服事者建立未來預測的信心，對被服

事者亦有卸下心防的作用。至於林師母並未提及起初的聖靈經驗，但卻提及她有

特殊的屬靈恩賜—分辨諸靈，在這個屬靈恩賜上，劉竹村師母曾經協助訓練林師

母運用屬靈恩賜；在林師母的眼中不同的靈有不同的顏色；黃色是代表情慾，綠

色代表驚嚇，黑色代表死亡。這些都是從人臉上的部位看到的：

「事實上我們臉上有時候在我們的經歷裡面會有一些印記在上面，就是說，意

思就是說，如果他臉，臉上的..的顏色有綠色的，(問：是皮膚的顏色嗎?還是?)，

應該不算是皮膚吧，ㄜ，這怎麼講，因為是屬靈，必須透過禱告、聖靈啟示妳，然

後妳...妳看他的、他的臉部，Ho，臉部、臉頰這裡，他在這邊會有、會有不同的40...」

林志遠牧師以及師母都參加頌泉的內在醫治，並且得到醫治，林志遠牧師的

39 同上註。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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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血症在頌泉課程中被治癒，師母則也恰巧處理了與血相關的吃血問題，以前愛

吃豬血鴨血的她，透過內在醫治了解透過吃血似乎也帶進不好的影響，夫婦從頌

泉回來之後即正式開始內在醫治的工作。

5. 劉芳貴師丈的靈恩經歷

椬梧長老教會的劉芳貴師丈是年約四十多歲的平信徒，妻子是該教會的牧

師。劉師丈個性隨和，當他們還沒到椬梧教會還在東山教會牧會之時，劉師丈介

紹東山當地的特色時，會幽默地表示當時警方追捕到的張錫銘就住在附近，離教

會五百公尺以內的地方。劉師丈並沒有讀神學院亦非神職人員，但某日在禱告自

己能為教會作什麼之後，發現自己具備特殊的啟示恩賜，這項恩賜是透過觀看的

方式，得到對人的準確預測。他的恩賜和前述幾位服事者，必須經由靈恩領袖的

某種啟發，或是在參與靈恩聚會當中產生；劉師丈恩賜的出現屬於「自發性」，

並未經過靈恩領袖的啟發或是參與特定場合的活動。得到恩賜之後，他繼續用禱

告的方式「操練」恩賜的準確度：

「有一天突然在開車子的時候，突然從我眼前出現字幕出來....那時候剛開始

也不是馬上能夠懂這些，就慢慢的禱告操練這樣，然後越來越清楚明確.... 跟人講

話的時候，有時候神會告訴我這個人怎麼樣，你就可以跟他講這樣，我們在禱告的

時候，他就會出現字幕出來，大部分都是往下伸上來一直看，我就一直看一直念...41」

因為擁有這項特殊的恩賜，使劉師丈不需與禱告的對象深談，甚至無須交

談，就能以「看字幕」的方式說出這位未曾謀面者的現況，或是預言即將發生的

事。劉師丈藉由視覺產生的預測除了字幕之外，還有一種與現實交疊的特殊圖像：

「..有一次我..到牧師那，他為一個會友就是有腦性的、智障的，不會講，他

說消化不好，沒辦法吃，那我跟他一起禱告的時候，就看到從他的嘴到他的膀胱那

邊，就是劃一條線，一個黑黑的線下來... 我就說他跟吃的東西有關係，最近是吃

了比較硬的東西，消化不好...後來去檢查就是這樣..42」

劉師丈預言的準確度高，使他擁有恩賜能力一事逐漸在教會界傳開，因此經

常受邀到各教會主持醫治或啟示特會。與其他服事者相異之處在於，他有時能夠

41 〈20050801 劉師丈訪談〉。
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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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信徒說出準確的預測，直接達到醫治的效果，不需透過內在醫治協談的方

式，並使信徒感受神聖感以及聖靈的同在。他在各種特會活動當中多半只有為人

祈禱，很少講道或授課，但他為人祈禱的時候時常會替對方準備錄音帶，錄下禱

詞給當事人，這些禱詞多半都涉及當事人的隱私現況或是對未來的預測，有些甚

至對當事人的建議，錄音則是為了當事人能夠重聽預言內容；但每個人的禱詞至

多三、五分鐘。

有時候張思聰牧師與劉師丈也會合作服事，並由劉師丈的恩賜指認岀醫治的

關鍵。2005 年師丈與更新協會的彭德貴牧師合作舉辦特會，由彭牧師負責講課

或講道，劉師丈專門負責預言醫治的部分。在同一個組織內的恩賜服事者經常有

合作的機會，他們會辨認出彼此的專長，以劉師丈為例，他與其他恩賜者一同服

事信徒時，他通常只以恩賜說出對方的狀態，並不參與講課或進入協談階段。

從這些研究對象接觸靈恩或內在醫治的過程來看，他們都探觸了宗教稟賦、

卡里斯瑪恩賜的領域。內在醫治和服事者的宗教稟賦有密切關係，在服事者接觸

靈恩衝擊和轉折中，一些服事者靠著醫治進入體現神聖的領域，一些則在活動中

偶然被觸發，無論如何都是透過神聖體驗才使他們相信靈世界的存在，除此之外

許多服事者都額外獲得屬靈恩賜(gift)。結合恩賜英文原文的禮物之意，恩賜成為

信徒造訪靈世界時得到的禮物，得到它的信徒需要善加運用這個禮物，一方面它

需要在服事時使用，以與人互動並提供幫助，另一方面它使運用者體現神聖。接

下來我們會進一步發現內在醫治當中，需要依靠服事者的恩賜所發出的力量來完

成醫治工作，同時也依靠服事者與被服事者在儀式語言中互動，以及被服事者自

發產生的身體姿勢體現神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