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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聖力量的體驗：內在醫治

了解內在醫治在靈恩運動中的背景之後，接著便是進入內在醫治。內在醫治

的聚會型態很複雜，它可以由單一教會舉辦或是跨教會及跨教派共同舉辦，可以

是幾十個人或上百人的共同聚會，在聚會完後有時分成 5-8 人的小組；或者不需

要群體聚會，單純以一對一或幾人一組的方式進行亦可，其中強調性別的差異，

建議由同性別者擔任服事者，因此儘量避免一對一異性的服事。舉行的時刻不一

定是主日崇拜，有時也利用主日崇拜以外的時間，以單日活動或者多日營會的方

式舉辦。

以群體聚會為例，內容包括敬拜、講課以及實際的醫治。第一種是敬拜，內

在醫治的多人特會在講課和服事之前，會先進行敬拜，敬拜就是由樂團帶領群眾

唱詩歌；這些詩歌多半是簡單的短歌，充滿現代和流行感，一首歌經常唱許多次，

有時音樂和祈禱並行，替祈禱醞釀感性的氣氛，讓人的情緒浸染在神聖的氛圍

中。有時服事樂團的「領唱者」或底下的參與者受到聖靈感動還會發出神聖音調

--「靈歌」，靈歌的曲調有時是單一的聲音，有時則是在場群眾紛紛以不同的音

調加入，聽起來像是大合聲一般。不論是詩歌吟唱、神聖音調之靈歌，或是講課

時默想的背景音樂，歌唱引發群眾主動參與，並且協助情緒找到相關的回憶，個

人也在與眾人的同聲吟唱中，確認自己進入同樣的感動。

第二種是講課，講員在台前以授課的方式講解內在醫治如何承自基督教教

義，靈與身心的關係及影響。第三種則是直接進入醫治，道理講解之後邀請參與

者原地起立，或是邀請參與者走到講台前。整個過程由講員或服事者為參與者禱

告，部分參與者在祈禱的過程中會有特殊的身體經驗，有時候晃動身體或手，有

時則大笑或哭泣，講員或服事者需要當場以恩賜作判斷，若判斷某人身體的徵兆

是邪靈影響，就為他禱告以驅趕邪靈，若判斷出某人的徵兆是受聖靈感動，就為

他禱告以求更多聖靈降臨於他。

本章從內在醫治的普遍概念開始進行討論，並分析內在醫治與神學的關係，

以及其中聖靈與邪靈二元正邪對立的原則。接下來以頌泉的內在醫治課程為例，

討論內在醫治的操作程序。最後一節則談到內在醫治的心理文化特徵，釐析信仰

實踐在本地文化的脈絡以及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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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內在醫治的普遍概念

廣泛從各家內在醫治的立論而言，內在醫治將人分成三個部分：靈、魂和體。

靈指和神溝通的部分，魂指個人的思想情感、情緒以及意志，體指身體感官的感

覺而言。三者之間互相影響，靈是最高層次，心理方面的困擾和身體的疾病，都

和靈有關係。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情感和情緒的表現受到影響，或是身

體有疾病，表示靈受到了影響；如果要解除心理困擾，或是希望身體疾病消失，

就必須要離開這些影響。

靈的影響來自各種邪靈，靈受到影響的狀態包括被「綑綁」或「壓制」等等，

這些詞彙的共通之處，就是形容靈被另一個他者以各種不同程度的狀態控制。朱

秋全的《醫治與釋放》把靈的傷害分成幾類，譬如膽怯的靈、被囚禁的靈、壓傷

的靈、被玷汙的靈以及孤兒的靈等等，分別顯示人的靈受到不同型態的壓迫或傷

害，每項都指涉特殊且固定的類型1。解除靈的束縛稱為「釋放」，必須先釋放，

使人脫離邪靈的控制之後才能進入醫治，醫治除了身心狀態恢復健全之外，也需

要與神聖醫治者，唯一且絕對的神聖全然他者重新「恢復」合好關係。

內在醫治認為束縛靈的直接原因是邪靈和惡者，間接原因是罪。邪靈的種類

有兩大類，第一類包括所有非基督宗教的信仰，譬如民間廟宇祭拜的神祇以及術

數等等，第二類則包括藉由情緒困擾、心理狀態以及特殊事件入侵的邪靈。服事

者可藉由一些徵兆判斷人是否受邪靈影響。張牧師將與邪靈相關的徵兆分類為負

面情緒、上癮、長期疾病、拒絕、性罪行、精神異常、死亡、罪惡感、戰爭影響、

家庭與文化以及思想信念系統等 11 個項目2，郭美江3的做法則依照聖經約書亞記

第三章的記載，認為邪靈是由迦南七族而來，這七族邪靈分別指稱不同狀態4，

如果信徒是遭到七族的邪靈騷擾，必須要替信徒辨認確切的入侵邪靈，才能順利

驅趕與醫治。一般而言，內在醫治所驅趕的邪靈普遍都有固定指稱，譬如以情緒

1 膽怯的靈指沒有安全感、容易害怕，被囚禁的靈指孤僻、控制他人，壓傷的靈指自卑自憐，被
玷汙的靈指靈裡不完整或受到干擾，孤兒的靈指孤單或很難與人建立關係。朱秋全，《醫治與釋
放》，加州：華人葡萄園福音協傳會，2003 年，第 15 章。
2 以張牧師〈2005 年淡水內在醫治特會〉教材為例，譬如在罪惡感方面有錯誤的責任感、害怕
被否定；在拒絕方面有被批評、情緒上的固執等；思想信念系統如種族歧視、注重物質等。
3 美國加州愛修祈禱園的禱告主任，經常被邀到各地主領內在醫治、醫治釋放之專題講座以及特
會。
4 迦南七族所代表的靈分別是：赫人的靈指憂慮、不安、恐懼，亞摩利人指說惡言，迦南人的靈
指貪婪，希未人的靈指虛假和誇張，比利洗人的靈指被誘惑，革迦撒人的靈指不順服，耶布斯人
的靈指控告。郭美江，《恢復生命的色彩》，台北：天恩，2002，頁 155~165。約書亞記第三章第
十節到十一節：「上帝一定要趕走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和耶
布斯人...」但郭美江的書中並未提及七族代表性格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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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為指稱：苦毒的靈、情慾的靈以及恐懼的靈等；或是以特定動機、結果或狀

態為指稱：自殺的靈、懶惰的靈以及昏睡的靈等。

有時候單純驅逐邪靈即可幫助當事者回到健康或正常狀態，但若是邪靈與當

事者犯的罪結合時，就必須解決當事者過去犯罪的事件。罪和邪靈結合的過程，

可能是因為人犯的罪引致邪靈入侵，造成身心困擾或疾病；某些內在醫治使用「破

口」，或是「立足點」(foothold)形容邪靈的入口。如果邪靈已被驅離，人需要對

自己主動犯的罪進行悔改，若是別人犯的罪導致自己創傷，則要饒恕對方，透過

這些方式就能彌補破口，理論上這個人就不會再受到邪靈入侵。還有一個特殊的

狀況是，邪靈會附在「物品」上，過去使用者如果是其他宗教信仰，或是有犯罪

的狀況、不潔的狀態，都會停留在這些物品上，並且影響後來的持有者。

至於罪的項目種類繁多。張牧師為信徒進行內在醫治時，需要當事人填寫關

於自己狀態的調查表，並勾選自己是否呈現表上所列的狀態，這些項目歸類包括

負面情緒、上癮、長期疾病、拒絕、性罪行、精神異常、死亡、罪惡感、家庭與

文化以及思想信念系統，每一個類別底下都有更細的項目，譬如負面情緒項目包

含驕傲、憤怒怨恨以及苦毒等等。其中屬於自己主動或被動犯罪的項目有上癮、

性罪行以及思想信念系統。在朱秋全5歸類的犯罪當中分為三大類，個人的罪行、

祖先的罪行以及偶像崇拜，或者參與其他非基督宗教的信仰形式。

本研究中發現，內在醫治經常處理的犯罪項目，包括偶像崇拜違反獨一真神

的教義，性犯罪以及祖先的犯罪等。解決罪的方式便是個人在禱告中向全然他者

認罪，亦須告知服事者自己的罪行，透過認罪並向全然他者承認未來不再重蹈覆

轍，就是彌補「破口」或消除「立足點」，防堵邪靈的入侵。在處理偶像崇拜的

案例中，即使當事人已經沒有祭拜行為了，仍須再做潔凈和認罪的祈禱。如果當

事人無法確認受到什麼罪或是邪靈的影響，就要依據服事者當場的感應而定。因

此譬如祖先遺傳的罪，個人不見得知道，服事者就必須藉由協談幫助當事人回

想。如果信徒處理完已知的犯罪之後，發現心理或身體狀態仍未恢復到完全健全

的狀態，表示還需要進一步處理未知的罪。

為協助當事者找到造成情緒創傷的事件，或是足以引導邪靈入侵的罪，內在

醫治大量使用圖像法或記憶法；融合記憶和圖像治療的方式，檢視信徒過去的成

長階段。例如 Matthew Linn 將人生分成八個時期，從母親的母腹期開始一直到

5 朱秋全，《醫治與釋放》，加州：華人葡萄園福音協傳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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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階段，在不同階段中找尋確切與身心傷害相關的回憶，個人通常藉由回憶描

繪過去的圖像6，當傷害的圖像轉化為正面的圖像時便產生醫治。很多時候服事

者都會邀請當事人重新想像，並將耶穌放在新的回憶場景中。

另外，醫治過程中經常需要倚賴服事者的恩賜，譬如以知識言語判斷被服事

者的狀態，準確說出對方過去發生的事件，或是判斷被哪些邪靈入侵；當服事者

說岀被服事者的狀態時，這些尚未告知而獲得的資訊成為聖靈透過服事者顯現的

確據。接著服事者會判斷被服事者身體徵兆的呈現，是岀於邪靈的干擾，或是聖

靈的同在。

第二節 醫治發生的原則：二元對立

奧托(Otto)描述超自然神秘對象的三個特質：敬畏、不可抗拒性(威嚴)和活

力(催迫) 7，內在醫治當中的神秘對象及全然他者是聖靈以及邪靈二位，都具備

上述三種特質，卻分別加入倫理性的解讀並區分優劣：對聖靈的敬畏成為向保護

者的降服，對邪靈的敬畏則成為向侵略者的恐懼；對聖靈的不可抗拒性成為對靈

有益的愛慕，對邪靈的不可抗拒則成為對靈有害的誘惑和試探；對聖靈的活力成

為行善的嚮往，對邪靈的活力則成為作惡的劣根性。內在醫治的過程中，需要信

徒在意志上憑據倫理的屬性，辨認同為全然他者的聖靈與邪靈，醫治開始於二元

對立，一旦找到信徒為何種邪靈佔據，即等同找到病因，才可開啟治癒的契機。

醫治的結束終於一元，即聖靈力量展現而邪靈被擊敗之時；二元和一元在醫

治當中式互相循環的，醫治的開始是必定區分岀正邪力量，在二者爭鬥時，聖靈

所代表的正方必定能勝邪，使信徒只能歸於聖靈的保護。此外，聖靈和邪靈對抗

中，數量上經常是以一抵多，一位聖靈與諸多邪靈對抗。本研究聖靈對抗的多位

邪靈則是民間宗教、遺傳的邪靈或各種情緒邪靈，對聖靈的勝利顯示聖靈有最大

能力才能打敗諸靈；因此醫治或趨魔除了達成驅逐目的，使信徒回到健康狀態，

更重要的是使信徒明瞭最高的醫治者。

另一種二元對立發生在現實界和靈界，在信徒接觸內在醫治的靈界說之前，

只有一種世界，即客觀的真實世界；但接觸內在醫治之後，必須要理解另一種靈

6 Matthew Linn 等著，易玲玲譯，《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台北：上智，民 85。
7 魯道夫•奧圖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成都：四川人民，2003 年，頁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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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就是無法如真實世界般藉由普遍客觀標準斷定的靈界。信徒不僅在內在

醫治的過程中理解靈界，並讓靈的理解意義越居於現實世界之前，使靈界的理解

和真實世界交錯影響。一旦醫治被挪到意義解釋的前界之後，就替信徒開啟對靈

界的相信，並建立現實和靈界並存的世界觀。原本主要為解除身體或心理不適症

狀的目的反而成為背後意義，聖靈獲勝的意義躍居於前，超越原本治癒的意義，

使靈界和現實界的二元對立歸於一元，因為靈界的意義大於現實界；因此當事者

的治癒代表靈界戰爭中的紀念，即聖靈獲勝的結果。這個結果使信徒相信必須繼

續維繫與聖靈的關係，以維繫聖靈醫治的神聖感。

現實界和靈界的二元對立，也暗示著一種絕對性，在二元對立的正邪戰爭

中，必須由正方戰勝才能獲得醫治及體驗神聖。並且一定需要進入靈界的理解才

能解決這些情緒或是邪靈帶來的困擾，現實世界的理解無法解決靈界問題。邪惡

勢力在內在醫治中成為具體的對象以進行驅趕，因此邪惡勢力化為各種邪靈，另

一個與邪靈相似的指稱「惡者」，亦代表撒但勢力，藉由惡者一詞，惡被對象化，

在信徒主觀的經驗惡當中，惡成為位格，與邪靈都成為具體可驅趕的對象。

內在醫治的二元對立，以聖勝邪，似乎也在處理「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evil)」，但它卻不像是神義論非經驗式的客觀討論，因為「邪靈」其實是相對形

上惡的「經驗惡」。當信徒經驗了聖靈醫治，即能了解聖靈絕對戰勝邪靈的道理，

其實是用經驗來驗證教義的神聖性，全能上帝在醫治中是勝利者、保護者，而邪

靈只是失敗者、破壞者，雙方勢不兩立。信徒認知經驗惡、邪靈成為身體心理不

適的來源，因為主動經驗這層不適，意圖去除與脫離，便主動願意產生對邪靈的

排斥，也就是對惡的排斥。內在醫治將惡的原因解釋為個人的罪，罪和他各種自

身已經驗過的感知和行為相關，在內在醫治裡的罪是個人意志底下違反教義的行

為，惡卻是一個破壞以及招致各種不良影響的對象。在驅趕的過程當中，必須先

解決個人的犯罪，也就是悔過，才能夠驅逐惡者/邪靈。

當信徒被邪靈侵擾，在身心上遭受不適或是厄運時，就是經驗到惡的真實。

當他從罪的困擾到得到安寧之時，一方面體現神聖感，另一方面為了不讓自己重

回悲慘的過去，他必須徹底相信聖靈能力大於邪靈；這樣就迴避了傳統神義論需

要回答全能全知上帝如何與惡並存，或善神如何創造惡者的難題。因為在內在醫

治的過程中雙方勢力是無法並存的，善惡一定會較量岀高下。

在內在醫治當中經驗惡就是個人所犯的罪，從神義論對於經驗惡的討論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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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相似的結果。Kenneth 認為消除惡的問題的方式便是皈依，皈依除了是

進入宗教經驗與體驗的開始，也是承認自己犯罪的事實。他更以奧古斯丁的經驗

惡為例，將惡無法掌控的特質，歸到人的傾向是由習慣(consuetudo)和記憶

(memoria)引導或影響，個體在記憶持續的影響下變得無助，這層內在的無助產

生習慣的鎖鏈8：

「敵人掌握著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條鐵鍊緊緊地將我縛住，因為意志敗

壞，遂生情慾，順從情慾，漸成習慣，習慣不除，便成為自然了。這些關係的連

鎖....把我緊纏於困頓的奴役中。9」

這段與經驗惡搏鬥的歷程提到意志的重要，這場爭奪不只在善惡靈界，也在

人的意志和邪靈之間，因為意志的敗壞將讓情慾的入侵漸成習慣。內在醫治便是

幫助信徒奪回意志的主控權，信徒意識的主動性也影響醫治的效果。

進行個別的醫治需要得到當事人的首肯，張牧師的內在醫治手冊中有「認知

聲明書」，信徒接受一對一內在醫治之前，必須先閱讀以及了解將接觸的醫治，

並且簽名。信徒必須「主動」願意，並且也在接受基督信仰的情況下10，以歸信

作為解決經驗惡的問題的首要之務。實際的田野觀察中，林師母表示「他願意讓

它釋放出來的時候，他本身願意，要他自己願意，因為神尊重我們的自由意志嘛..
11」，張牧師也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若非出於當事人的意願，並在絕對一神信仰的架

構下，只把內在醫治當成一個純粹的醫治或驅魔儀式不見得有效果。

「如果他個人沒有什麼意願，幾乎沒有用。曾經有一個人..帶她兒子來，她說

叫我為他禱告...那妳有沒有信耶穌，沒有..那個說犯到鬼了，我說可以啊，我們為

他禱告，但是你能夠相信耶穌最好。我跟他講解靈界的問題，那我們光靠禱告，你

自己不願意動，沒有用。後來為他禱告，發現他母親在教堂後面走來走去，我一看，

嘴巴在念，她一定在念佛，我就跟她講，沒有用，我在這裡禱告，妳在後面念佛....

沒有很強烈的意願，被他父母拉過來的，那都沒有很強的效果。12」

8
Kenneth Surin.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9~20

9
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151。

10 王敬弘神父特別提及非基督徒(尚未接受洗禮者)亦能進行內在醫治，在不拒絕信仰的狀態下
普遍都有效果；其他類型的內在醫治似乎也認為「必須」某種程度接受信仰，承認耶穌並認罪悔
改，才能徹底接受內在醫治。
11 〈20051019 鳳屏教會訪談〉。
12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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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內在醫治所標示的醫治是相對於外在的「內在」，內在除了指心理、

情緒狀態，還綜合著意志、回憶以及思緒的過程；內在醫治將所要對抗的對象，

由外在敵人轉為主觀可感受的內在敵人。Kenneth 說明基督徒的內在懷疑有歷史

的來由，信徒所意識由罪感產生所欲對抗的對象，由外在演變為內在；君士坦丁

大帝正式將基督教宣布為國教之後，基督徒停止受到迫害，過著日漸改善的生活

時，基督徒的敵人也從外轉移到內，信徒的內在懷疑就成了最大的敵人13。所以

「對付內在敵人」源自於內在的懷疑，信徒時常自省是否善盡本分，必須是出於

主動意識上的懷疑，因此內在醫治的個人主動期待與神結合，並在醫治和釋放的

過程中更臻完美聖潔，也是自省之後自發的結果。

第三節 頌泉的內在醫治

以台灣舉辦的頌泉內在醫治第二階段訓練課程為例，課程一共十天，為期兩

週。頌泉和一般內在醫治的不同處在於，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內在醫治，因為他們

認為 inner healing 的概念只停在自身，因此發展出「分賜」的概念，就是恩賜是

可以透過按手禱告分出去給尚未具備的人。另外雖然頌泉從 1956 年成立為機構

到 2006 年已有 50 年之久，但長久以來他們用以授課的教材並非印刷完備的書

籍，而是一直憑聖靈的感動更改教材，因此在台的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是投影片

或是影印的講義。在講義和教材的流通上，非頌泉訓練出來的學員不建議使用頌

泉教材，接受過頌泉課程的學員反而可自由使用教材進行內在醫治。頌泉將全部

六十一天的課程在台灣以階段的方式授課，2004 年已經在台灣辦過第一階段，

我參與的田野觀察便是第二階段。

整個課程分為四大部分：敬拜讚美、講課，小組服事以及團體服事。每堂課

的講課前固定有樂團和帶領唱歌的服事人員，先帶領大約 30 分鐘的唱歌，再進

入講課。講課以主題的方式進行，教授一些重要的概念，譬如「身分認同」，他

們繪出一棵生命樹，人的生命就如同這棵樹，這棵樹的養分是來自六個管道：父

母教養、家族、親密關係、權威人物、文化以及生活體驗，這六個管道若出了問

題，就會影響到這棵樹，影響個人核心身分的形成。

六個管道的內容分別是：父母教養指曾受到父母的教育，家族指祖宗以及世

代的影響，親密關係指夫妻之間、家人朋友的關係以及性關係，權威人物指職位

13 同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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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對自己有影響力者，在課程當中經常以教會的牧師為比喻對象，文化指所處

環境的社會價值觀，生活經驗則是個人過去成長的經驗。頌泉內在醫治認為邪靈

是經由這幾個部分的問題，進入人的核心身分，因此不只是要趕出邪靈，也要針

對這些管道的實際狀況進行了解。

課程除了講課，讓學員理解醫治的相關知識以外，還有實踐或實作課程，實

作課程就是「操練」，要參與者/學員以自己的經驗作為內在醫治操作的實例，這

象徵著如果能藉由這個方式的操作，解釋或解決自己生命中的問題，他便能以同

樣方法幫助別人。總共 8 次的小組時間，除了有四次分別是自我介紹以及組員內

在醫治經驗的交流之外，另外四次實際的互相醫治操練上，分別操練了主掌權的

禱告、自願性的罪、非自願性的罪以及知識言語，除了一次由小組長張文娜女士

挑選一位學員作驅趕和醫治的示範外，其他都是分成兩兩小組互相禱告。

在小組服事中有標準的內在醫治程序，如以下所示。先宣告主掌權，接著進

入協談了解問題的概括，驅趕與饒恕，最後則是邀請聖靈進入：

(1) 宣告主掌權：

首先會發一張寫好「主掌權」禱告文的 A4 紙，再由參與者互相分組禱告。

主掌權的範圍包括靈、魂、身體以及個人生活，其中每一大項繼續區分細項，譬

如身體的部分包含健康、營養攝取、五官感觸等。禱辭的句型大致為「我現在求

你成為我○的主，求主掌管我的......」，O 的內容即禱告範圍。在小組課程時服

事者會引導被服事者頌讀禱詞，這段禱詞稱為宣告；信徒在課程結束後也可以自

己進行宣告的禱告，無須服事者在場。

(2) 初步協談：

這個階段當中服事者會對被服事者進行初步的心理協談，並了解被服事者希

望解決的問題，以整理需要醫治的相關資訊。其中服事者要了解信徒對特定事件

的感受，若與犯罪相關，必須要釐清是被服事者主動或被動犯罪。

「R：...就是說晚上我到學校操場去玩，那時候、那時候真的很沒有恐懼的，學

校的操場就很...那時候剛好一個老師跟校工在那裡，那我就很好玩就….那

個校工就把我拉上去，然後就給我...但是我就是覺得這個部分已經醫治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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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了…

文：但是妳的感覺還在嗎？

R ：現在是沒有。(文：他這樣子、他這樣子坐在妳身上…)就很噁心很羞愧。

文：(一邊在記錄)妳那時候看到這樣的照片(春宮照)有什麼感覺？

R ：就很噁心啊，那是黑白的……(不過妳給它多看幾眼)不過看不懂。

文：之後咧，妳有沒有，這一部分的妳有沒有會去看到一些影片？

R ：後來是我先生他就會要，會去想看那個東西，然後我看過一次了，看過那個

A 片，那 A 片就是一些性動作而已，性動作。

文：那先生要妳看的嗎？

R ：恩…自己也想看，因為我覺得它....沒有沒有，那只看過一次我就沒有再看

了。」

如果是主動犯罪稱為「自願性」的罪，非主動則稱為「非自願性」的罪；兩

種罪行的處理方式不同，前者需要向自己主動的罪行認罪悔改，後者則是原諒他

人加害自己的罪行。由上述的例子，張女士在協談 R 之時，就是循序漸進地由

感覺，一直到釐清是否也有她主動犯罪的可能，張女士最後釐清在此例中 R 是

主動犯罪。

(3) 驅趕與饒恕：

在協談中若進入驅趕和饒恕的階段，需要由服事者引導被服事者作出以下的

禱告：

「我願意饒恕他(我願意饒恕他)，因著我對他的饒恕(因著我對他的饒恕)，我

願釋放他的靈魂體都得自由(我願意釋放他的)，靈魂體(靈魂體都得自由)，不再對

我…(不再對我的不饒恕綑綁)，求主耶穌在天上祢釋放他(求主耶穌在天上你釋放

他)，赦免他(赦免他)，因為我在地上已經釋放他(因為我在地上已經釋放他)，他所

做的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主耶穌我願意靠著祢的力量14....」

(4)邀請聖靈進入：

由服事者引導被服事者做呼求的祈禱，服事者會呼求聖靈與被服事者同在，

這個階段被服事者不需要複誦禱詞。服事者有時候會將手打開，按在對方的頭或

14 〈20051111 頌泉小組紀錄〉。粗體字是被服事者的複誦。



46

是肩膀上，有時候會輔以吹氣的姿勢，彷彿要將聖靈的氣吹入：

「聖靈我們現在就來充滿 R，在她的靈魂體完全充滿，特別在她被拔除...的部

分，聖靈完全的充滿，完全的充滿，所有被拔除的部分完全的充滿，完全的充滿，

充滿，完全的充滿.... 15」

第四節 內在醫治的心理文化特徵與聖俗轉化的習慣

1. 心理文化特徵

(1) 自發、親密與控制

許多參與靈恩運動的信徒，是透過對靈性成長的自發學習，和在人際互動中

得到鼓勵，因為參與活動的信徒都會將靈性成長視為學習而砥礪成長、相互影

響，參與及成長的循環愈發激起信徒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在頌泉學校當中的 I

學員身上十分清楚，I 學員參加過好幾次的內在醫治和特會，即使被醫治之後仍

不斷地參加活動：

「我現在是為我自己的生命....重要的是我跟神的關係，就是說後來我來上頌

泉第一堂課，去年第一堂課我很高興，我說上帝真的是祢要我來，....還有去的時

候...發現，我要建立我跟神的關係，就第一堂課就講到我們跟神的關係要恢復，就

是，因為耶穌祂說，我不再把你們當成奴僕，我把你們當成朋友，....所以那時候

我就立...就跟自己說，我要恢復我跟神的關係，...我不是奴僕，我要當他的朋友，

我是他的朋友..」16

這個例子符合 Csordas 對靈恩運動所觀察的三個特質：自發、親密與控制，

這些特質深受北美心理文化的影響，也等同於對健康特質的認知。對 I 學員來說，

不但說明信徒對活動參與自發的特質，也同時達到親密感，與神親密和與朋友的

親密關係。Cordas 認為此種親密特質就是伴侶關係當中浪漫的愛與親密溝通，美

國人期待朋友或同事如同家人一般親密，能夠互相傾訴。因此在靈恩運動當中有

「分享」一辭，以言語和肢體的互動呈現這種親密感，特別透過個人與上帝的禱

15 同上註。
16 〈20051109 頌泉個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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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個人的上帝」建立親密感關係。Eric Erickson 認為早期參與靈恩運動的

人多半來自學生，4 成的參與者是 20-34 歲，面對自我在「親密(intimacy)和孤立

(isolation)」的拉鋸，這個時期害怕的是失去自我，譬如在親密的情感關係

(solidarity of close affiliation)、性的結合、朋友的關係以及受到老師以及機構影響

的深層自我經驗。因此發展親密情感關係的需要，在靈恩運動的參與中便實現為

個人與神的交流、禱告以及共同生活等17。

控制的特質方面，美國人認為的健康是自我控制，以及從壓力中解放；負面

情緒的產生表示對自我失去控制。關於負面情緒和邪靈的關係，張牧師認為情緒

的出現不見得都出於邪靈的干擾，只有未處理的情緒、無法控制的負面情緒才會

被視為是邪靈入侵：

「你憤怒只是一種情緒嘛，情緒有沒有好壞...心理學上情緒是中性的...但你沒

有處理的話，它..變成負面的影響，常常生氣就變成負面的影響，憤怒就會冒犯別

人，傷害別人，那是一種罪行，邪靈也可以利用這個來攪擾你。...」18

(2)脫離傳統階級和父權制度

除了北美的心理文化特徵之外，在台灣接受內在醫治的信徒必須脫離許多傳

統的面向，甚至是傳統所代表的家族關係。本田野訪談的內在醫治參與者多為中

壯年，他們歷經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因為接受內在醫治而需要停止

祖先崇拜，常需要對抗傳統帶來的父權觀念，或是違反家族傳統倫理。在頌泉課

程的教導中，也明確提及華人儒家文化傳統對靈性的壓制，尤其是對傳統和長者

服從的概念：

「我們發現儒家裡面一個很嚴密的階級，所以有一些權柄的階級，權柄的階級

就有一些順服的階級要求，儒家就好像建立一個真理的架構，他用非常好的語言來

表達，譬如說尊敬、景仰...如果他們是年長的、如果他們是比較高貴的，我們就要

臣服在他們下面...儒家的真理裡面成為一個信念系統，就變成人們心中這個社會應

該怎樣運作的真理..這個如何去影響我們身為中國人，影響我們的靈魂體，影響了

我們的看法，就不是神怎樣啟示我們了，是我們怎樣被影響...聖靈想要來，但是文

17 Csordas Thomas. Language, Charisma and Creativity : The Ritual Life of a Religious Movement.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45.
18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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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裡面阻止了我們充分來到聖靈裡面釋放....19 」

頌泉的教導認為儒家的層級以及服從觀帶來限制，並阻止聖靈的工作；因此

醫治希望脫離父權式的倫理，邁向父愛的親密感。只要阻礙神人或家族親密關係

的傳統都要受到挑戰，阻礙了神人的親密關係，就被視為撒但的作為之一。頌泉

認為華人社會中普遍缺乏親密、能夠直接透過肢體接觸和言語表達的父愛；而妨

礙這種直接父愛的體驗便是傳統儒家倫理階級的束縛。親密父愛的體驗和聖靈體

驗的天父之愛亦有關係，為了要重享聖靈體驗中的天父之愛，必須要突破傳統的

父權觀念。

脫離傳統儒家倫理還包含性別角色的重建。內在醫治的例子顯示，傳統男性

自我形象低落，是因為男性沒有達到父親對子殷切成材的期許。頌泉課程中華人

講員 Steve 以自己為例，說明過去他的父親期待他達到哥哥的成就，並且念名校，

父子關係曾經因此而陷入僵局20。張思聰牧師也舉類似的例子說明：

「昨天處理一個弟兄，他的父親是控制型的，他說『你不要丟爸爸的臉』，所以

他都戰戰兢兢.....就怕他失敗，他失敗就表示蒙羞，所以他遇到壓力就什麼都不

作，免得失敗，有挑戰性的就躲開。.... 所以我們要斷開他父親給他的挾制，不再

認為他是蒙羞的...」21

對女性而言，女性自我形象低落是因為男尊女卑的傳統。在內在醫治當中的

參與者中，經常可見許多女性分享自己的出生不受家裡期待，因為家人期待嬰兒

的性別是男性。我在參加天主教內在醫治小組時，許多婦女都分享自己童年不受

歡迎的經驗：

「一位坐在我隔壁的姊妹 X，年約 40 餘歲，她 2-3 歲的記憶是空白的，家裡很

辛苦，兄姐的學費是借來的，因此她覺得自己是被家裡所忽略的.....」

「另一位姊妹 Y的紀錄『我的生命在母腹期就受傷，老師要我分享愛的經驗，腦

袋一片空白，我常是犧牲者，老師曾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個蘋果，我會叫對

方吃。我在學習愛自己的時候很辛苦...』」22

19 選自 2005 年 11 月台灣頌泉內在醫治學校【祖先崇拜】課程，節錄自現場同步中文口譯。
20 同上註。
21 〈20050403 張思聰牧師訪談〉。
22 〈20041013~1229 天主教內在醫治團體紀錄〉。



49

如果在胎兒在母親腹中的母腹期受到傷害，林志遠牧師接受課程之後了解可

以由幾個症狀判斷是否受到這樣的傷害，譬如沒有方向感、比較健忘，以及特殊

字母和符號的誤判，都是由母腹期的傷害而來。因此東方社會中女性沒有方向感

肇因於重男輕女的觀念。

「胎兒裡面的性別期待的不同，會造成這個嬰兒靈裡的傷害，阿這個傷害呈現的

現象就是這樣子，(左右不分)，方向感比較不好，嘿啊...還有背東西，齁，背東西

會經常比較健忘，齁，那 N 會時常看成 U，W 看成 M，B 會看成 D，ㄅㄆㄇ的ㄇ會看

成ㄈ...這是有依....有有有心理學曾經做過的研究，百分之六十的東方的男孩子，

方向感是比女孩子要好，那西方的剛好相反，百分之六十的女孩子方向感比較好，

因為西洋人他們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他們比較期待生女兒。那我們東方人是重男

輕女的社會，所以說女孩子都比較沒有方向感，齁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在母腹當中性

別差異，齁，性別期待不同、所造成的，所造成的那個靈裡面的嬰兒靈裡面，阿傷

害呈現的情況就會是比較健忘。」23

另一個與女性及傳統相關的醫治主題，是女性婚後對於大量家庭人際網絡的

紓解與釐清。其中內在醫治認為婦女的婆媳關係狀態，是受到該婦女與自己母親

關係的影響，因此要解決婆媳問題必須回到婦女與自己母親的關係：

「她跟婆婆的關係啦怎麼樣什麼的，那我會第一個我會去問她跟媽媽的關係怎麼

樣.... 像有一個姊妹，她就是ㄜ，跟母親的關係是相當不好，齁然後、然後她到哪

裡，都是跟女性，她的身邊的女性，她就會覺得說她們都在攻擊她，七嘴八舌在攻

擊她，齁啊跟她的關係就不好，女性的長輩喔....結果帶到最後就是因著她跟媽媽

的關係。」24

(3) 緩衝

在台灣內在醫治的例子當中，信徒在脫離傳統時，為了減少衝突也需要採取

緩衝方式。譬如婦女 B 因為改宗以及接受內在醫治，必須要違抗祭祖的家族使

命，這就是一個同時牽涉家族人際和改宗的例子；不過對 B 而言她希望停止祖

先崇拜並實踐邪靈的驅逐等，還是必須和她所認為的傳統倫理取得最低點的平

23 〈20051019 鳳屏教會訪談〉。
2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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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因此她還是希望在不違背婆媳倫常的架構下，達成目標：

「有我婆婆反彈是最大的，再來是我先生，因為我婆婆和我先生應該算是一體

啦，..後來有跟婆婆談到這件事，她也是大發脾氣，她從來很少發脾氣的...我婆婆

還是沒有辦法把祖先牌位拿掉，她還是很堅持，那她說要放我的新家，我那時候有

買一個新家，可是我堅持不要，那我先生聽我婆婆的，我也不能說好，也不能說不

好，所以我在當中只有靠禱告，我也沒有正面去回答我先生說好還是不好，..有一

天我大伯母和大伯要我順著我婆婆的意，她也到我們家去看說哪邊比較適合，哪邊

比較適合，後來我們就坐下來談一談，我和我大伯、大伯母和我婆婆...所以當時我

就跟我婆婆和嫂子這樣聊，聊到為什麼我要信主的這個過程裡，那他們心裡面也覺

得是支持我的，所以那時候我大伯自己就主動說，要不然就是放在他們家的頂樓，....

這樣就解決了這件事，所以在破除偶像的前一天，我婆婆就把祖先牌位移到他們的

家中...」25

2. 聖俗轉化的習慣

從內在醫治的觀察可以發現透過信徒個別身體姿勢的改變，能夠在群體形成

習慣以分別聖俗，這些公眾的習慣使信徒們所在的空間由俗轉聖。聖俗轉化的階

段通常發生在醫治之前，或者為了協助醫治達成的目的，它並不是醫治本身，可

是卻使信徒確認他們共處在一個神聖空間，並且有別於原來的狀態，雖然帶著特

殊性，可是身體的實踐卻又是眾人所共知的習慣。

聖俗改變的來源都是儀式語言的作用，也就是信徒們的祈禱。他們祈禱的對

象包含無生物的物體、空間以及人，通常祈禱的對象是人，但如果祈禱的對象是

物體和空間，那麼轉化的結果可以影響使用空間的個人或群眾。祈禱的方式不只

是以可理解的語言祈禱，有時候也用靈語或是歌唱的方式表示。不只是祈禱能轉

化聖俗，單純的鼓掌也能夠將空間神聖化。不論是聲音的使用或是身體姿勢的擁

抱和握手等等，在進入真正的醫治之前，能夠先形成和全然他者之間的神聖感，

以及拉進人際間的距離。聖俗轉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在醫治時倚靠身體姿

態的轉變轉化聖俗，這個部分在第四章有更詳盡的討論。

因此我觀察靈恩運動在環境和時間中形成藉著跨越形成轉變，其中可以分成

三項作為說明，分別是人際空間、聖俗空間的轉變以及聲音的轉化：

25 〈20050725 鳳屏教會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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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際空間的轉變

透過禱告的接觸可以改變人際空間，並且營造親密感，其中包含按手禱告、

神聖的擁抱以及手掌打開向上的祈禱等等。按手禱告是禱告者將手放在被禱告者

的人身上，或是只是象徵性地將手伸出，按手禱告能讓人際間增加親密感，通常

都有實際的觸碰使禱告能夠打破人際間的藩籬。尤其是一群人的按手禱告，原本

參加聚會或活動時人是離散且獨立的。其次是「神聖的擁抱」作為打招呼的姿勢，

它源於身體表現的自發與親密，有別於傳統以握手為招呼。還有將手打開向上的

禱告姿勢，有別於傳統的合掌祈禱，也表現身體的開放和接受26。

(2) 聖俗空間的轉變

在頌泉內在醫治學校開始前一日，所有的小組長需要為上課的禮堂禱告，並

將手按在實際的物件上禱告：

「Steve 要大家按手在椅子上，使坐在椅子上的人可以得著…..我想在內在醫

治當中觸摸的禱告是非常重要的。後來又請大家觸摸牆壁，當中所有人的禱告有悟

性也有方言。... 後來大家開始進行繞行禱告…大約半小時以內，然後幾個人開始

分享他們看到的異象：

S: 有東西要跑出來，在胸中燃燒….

B: 有牛奶狀的金浪在階梯教室裡，越上面的浪越大。

張牧師：在摸門的時候感覺到耶穌的寶血。」27

上例所呈現的神聖空間轉化是複雜的，除了按手在物件上禱告，作為聖化空

間的意義外，靈恩領袖也整合每一個次級領袖的神聖圖像，作為統整齊一的方向

並作為為空間祈禱活動的結束。關於神聖空間的轉變，Cordas 以「公民空間的轉

變」來說明靈的力量如何投射公共區域，以他觀察的對象為例，某一靈恩領袖的

家附近有年輕人裸泳和濫用藥物，他即禱告驅趕這些靈離開這個區域；因此靈恩

領袖可以判斷空間當中的靈，驅逐負面的靈並且讓正面的靈進來；在頌泉內在醫

治的觀察，則是利用祝福特定空間28的祈禱，使該空間充滿聖靈，進而影響使用

空間的人。

26 同註 17，頁 68~72。
27 〈20051107 頌泉田野日誌〉。
28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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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音的轉化

神聖聲音的出現在轉俗為聖的過程很重要，神聖聲音的出現都帶著強烈的自

發性，在指定時間也就是醫治或靈恩活動的時刻，不論指引與否，由信徒或服事

者自發產生。這些聲音以不同的聲調與作用分類，譬如靈歌主要在唱詩歌的時候

以延長的音調出現，方言則是在醫治場合斷續地呈現，非個人發音呈現的掌聲則

在授課的段落出現，營造熱絡的氣氛。眾人可以在任一神聖聲音中貢獻同樣類別

的聲音，並得到聲音合「一」的神聖感。

另外，聲音的次數重複和音量大小也加強神聖感的營造。譬如在敬拜歌曲的

重複，或是在祈禱中服事者以重複用詞、禱辭、形成強度。在語言上的重複，代

表服事者向狀態作確認，用以肯定被服事者已經呈現它語言上所敘述的狀態。譬

如方言的例子則以不斷重複的語言驅趕，重複至少三至四次以表達驅趕的力量。

在音量方面，Cordas 以敬拜為例，分析大聲讚美造成的激進，大聲讚美的原則是

越大聲表示越表達真實的感受。所以聲音不只是美學的，也是身體的反應和知覺

(sensory)的接受29，在聲音的發出時也同時以聽見的方式接收，發出和接受聲音

的循環，使感受神聖的強度增加。

在聲音的轉化當中，我根據不同的聲音特質與使用，討論方言、靈歌以及鼓

掌等三項主要元素：

A. 方言

頌泉內在醫治當中，一般參與信徒有時在聚會的祈禱中會使用方言禱告，另

一種狀況便是內在醫治中需要某些驅趕、或是邀請聖靈進入時，除了具有意義的

禱辭外，當中也會夾雜方言禱告。以下是服事者在驅趕邪靈時對被服事者的禱辭：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shu-ga-bu-da-da-da-da-da-da，奉主耶穌的名，

聖靈的能力，斥責所有一切憤怒的靈全部離開，出去，什麼…不公平的靈全部離開，

出去，出去，出去，憤怒的靈全部離開，出去，shu-bu-da-da-da-da-da-da... 全

部出去，全部出去，da-da-da-da-da-…完全的恢復正常，da-da-da-da-da-da…完

全的恢復正常…. da-da-da-da-da-da.... 出去，出去，出去，da-da-da-da-da..，

29 同上註，頁 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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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出去，shu-g-a-da-da-da-da-......聖靈的火來燒、燒盡，da-da-da-da-da.....

都要被聖靈的力量…更多更多，更多更多，da-da-da-da-da，更多更多...」30

這段紀錄服事者的方言都是以 Shu 作為開頭，以聲音區分大約有「Shu」、

「Sha」、「shu-g」、「shu-ga」以及「shu-bu」等開頭，皆以 da-da-da-da-da 作結尾，

有些僅用 da-da-da-da-da，這些方言都是出自同一個人，大約可以算作「一種」

方言；這些方言都出現在對邪靈或聖靈的動作指令之後，似乎有加強語氣以利驅

趕的效果。在超過一人參與的內在醫治中，除了主要進行內在醫治的服事者以

外，還有助手，在教會通用的語言稱為「同工」；通常在醫治的時候，同工也會

以方言禱告協助醫治順利進行，因為方言一方面能保護自己不受靈的侵害，另一

方面也阻止其他的邪靈趁虛而入，進入被禱告的對象。

另一個蒐集到的方言例子是劉師丈為公眾的祈禱，這個祈禱和之前張女士的

方言相比，並沒有明確驅趕邪靈的作用，但是在禱詞當中也出現方言，他的方言

並不如張文娜女士的禱詞，當中參雜可理解的文字，方言的結尾也都是單純的音

節 la 或 ba，但劉師丈的方言禱詞卻和張女士一樣，也有 Sh 的氣音作為開頭：

「妳可以用方言禱告，妳也可以用悟性禱告，我們大聲的向祂求，大聲的來到

祂的面前求，求祂的火現在就充滿到我們身上，神的火現在就充滿在我們身上

Abababa...hilalala..oh....abababa....shalalala...Abababa...shalalala...S

halalalalalalala....hilalalalalalala、Shalalalalalalala、

hilalalalalalala、Shalalalalalalala、hilalalalalalala 、Shalalalalalalala、

hibababababababa.... 主我們就是站在這裡，現在就能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現在就

在我的生命裡面，Shalalalala...Shalalalala...Shalalalala...Shalalalala...
31」

劉師丈使用方言的場合是以講員的身分要祈求「聖靈的火」降臨，祈求靈的

同在，為此很難猜想夾在兩段可理解文字當中的方言可能扮演什麼功能，但很明

顯在語氣上並沒有像文娜使用方言時的急促，反而是一種平緩的音調進行著。

上述例子說明當方言夾雜在可理解的語句當中，相對之下缺乏任何語義內

容，和原本語言的所指分離，它成為浮動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並沒有依據

30 〈20051111 頌泉小組紀錄〉。
31 〈20050926 金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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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固定的字義之上。它是儀式實踐也是語言現象，依不同的人使用而有不同

的組合與排列。在儀式實踐中，它和原本可理解的意義分開，以聲音的交疊形成

獨立的語言。因為在說方言的時候，強調從語言自語義停泊處發生的分離，也強

調身體的表現，對方言的說者而言，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他是否發出方言的聲

音。其次，它可以夾雜在極度中央、權威的預言型態中，也就是神的話語當中。

第三，它可以只代表對上帝的讚美，這點功能和靈歌是相似的。第四，雖然它代

表無限可能的即興，但經常都重複在幾個限制的詞語中。從上述的例子可知，這

些固定的組合字母，讓人可判斷是否是同一位恩賜者發出的方言，而每一位恩賜

者都有不同的聲音組合的方言禱告32。

B. 靈歌

在頌泉內在醫治學校，靈歌通常在詩歌唱完數首的某一首之後，由帶領詩歌

的服事者引導群眾，在聖靈感受下唱靈歌；也有一些狀況是經過靈恩領袖帶領和

意象的集中而產生，在眾人共同出聲的狀況下，很自然地每個人都發出不同的聲

音，聽起來像流動的合聲，當中幾個音調緩慢地改變著；在唱靈歌的時候同時也

是一種禱告，因此採手掌向上的姿勢。它經常表現為對上帝的讚美之音，但是和

方言的差別是它有明顯的音調，並且經常能和其他發出靈歌音調的他人唱合，方

言卻只顯出個人在語言音調的差異性。

「Donna 帶領小組員祈禱，並且要大家放下瑣事以「聆聽內在的聲音」...突然

所有人安靜下來，後來她帶領大家開始唱哈利路亞，唱到後來 Donna 把速度放慢，

企圖也讓大家把速度變慢。這時大家把雙手的手心、手掌向上。然後她說『耶穌就

在此，我們要注目向他。』『當我們注目向你，我們就能看到你』『你高高被尊崇，

因為我們愛你，也需要你，不是知識而是靈裡，所以要聽內裡的聲音』Donna 要大

家不用悟性，自然發出聲音….. 由 Donna 先開始，多半人只發出一個音然後延續很

長，聽起來非常和諧…當大家紛紛發出聲音時，我彷彿聽到類似原住民布農八部合

音中的某一個合音。」33

C. 鼓掌

頌泉課程當中的詩歌讚美和課程當中，台前的講員或服事者都會引導群眾鼓

32 同註 17，頁 55。
33 〈20051108 頌泉田野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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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靈恩運動者在聲音和靈性當中建立一個普遍的連結，就是敲擊的元素，敲擊

能使人跨越社會類別的藩籬，並使神聖的聲音擴大(escalation)；不過音量的大聲

不只是使人們跨越藩籬，自己的掌聲和他人的融合為一，更有助於創造藩籬；大

聲的掌聲隔開了原本生冷而死寂的沉靜。因為掌聲自己像是有生命一般，掌聲集

合的真實比個體的總合還要真實34，譬如鼓掌自身就能夠代表讚美的意義。

內在醫治的基礎概念仍在基督宗教的罪和悔罪上，在教義上被理解為愛與饒

恕的實踐，在架構上則為聖邪二元對立。這些教義的實踐都靠著信徒身體動作的

感知，替信徒開啟了通往靈世界之路。也因為內在醫治繼承靈恩運動的做法，在

對邪靈的認知上，以及對何者為犯罪的認知都是相似的，因此在本章當中可以發

現，內在醫治在神聖感的體現上，仍然和過去靈恩運動的重點相似，不論是藉由

祈禱造成聖俗空間的改變，或是在聲音的使用上，以參與者聽以及發出所產生迴

旋，創造醫治的神聖空間。這些聖俗的轉換替真正的醫治做好準備。

34 同註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