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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體感知與神聖體現

信徒在內在醫治當中大量倚靠恩賜力量，並且實踐於言語和身體動作上，譬

如重複禱詞內容或是身體動作。身體姿勢、意象和儀式語言的使用越多，也越加

強信徒在這些項目的熟練度，內在醫治稱此為「操練」。恩賜力量就是在身體的

操練當中達成的。在體現神聖的過程中，這些動作對自我也產生特殊意義，並且

在內在醫治當中藉由身體動作向信徒傳達教導(inculcation)1。

身體傾向的改變是神聖造成的關鍵。再進入內在醫治與心理相關的身體感知

之前，長短腳治療的例子雖然不在內在醫治範圍，但卻更能幫助我們了解身體傾

向的改變如何立即成為眾人可見的「神蹟」。張牧師經常示範脊椎醫治，除了替

信徒削減脊椎的疼痛，也進一步進行長短手的醫治。脊椎疼痛和長短手的醫治有

所不同，到台前的信徒是為了消除脊椎疼痛，但當脊椎疼痛的信徒被要求雙手平

舉，經由群眾共同客觀目測，檢測岀信徒同時也有長短手的問題，當長短手的短

手漸漸延伸時，在場的眾人便透過可目測的肢體延伸，見證神聖能力的展現。

「張：接下來分組之前我要為一個人禱告，你身體脊椎疼痛的有嗎？ (似乎有

人站起來)..來請你來....坐牧師旁邊那個姊妹....

W：我是腰痛。

張：腰痛對呀，腰痛過來，現在只要兩位就好了。等下分組的時候我們會服

事，請記得喔...請記得喔..你不要迷信說牧師才可以醫治喔，牧師不能

醫治，只有聖靈才可以，阿們!我們今天做個示範而已。我先跟各位解釋

一下(剛才那位腰痛的婦女沒有過來，反而另一位年輕男士 YM 到台前，

張牧師接著把手放在某弟兄的脖子上，並向群眾解釋)，我們脊椎這是頸

椎，這是胸椎對不對，接下來腰椎然後尾椎...(問 YM)你有什麼症狀？

YM：我有坐骨神經痛。

張：現在還在痛嗎？...現在還在麻嗎？

YM：(歪著頭想)...好了

張：好了！(眾人笑，因為張牧師還沒有替他禱告他就好了)，剛剛還麻的現

在已經好了，好回去了。...我們再找一位男士，腰椎痛的。...(上來另

一位中年男士 OM)

張：醫生怎麼說？

1 Csordas Thomas. The Sacred Self: A 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Charismatic Hea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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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不知道怎麼辦...(繼續描述一些症狀，但麥克風並沒有在他手中，所以

聽不清楚)

張：無時無刻不在痛，彎腰時候會不會痛？(OM 彎了腰點個頭)這樣子也會

痛....跟我一起念，這不是口訣 ho，奉耶穌的名『奉耶穌的名』、聖靈

的能力『聖靈的能力』，醫治你的頸椎『醫治你的頸椎』，命令頸椎回到

正常位置『命令頸椎回到正常位置』...

(張牧師向會眾表示要為骨骼、椎間盤、血管、神經、肌肉、肌腱和筋絡等

六項都要做相同的禱告)... 2」

張牧師在替胸椎禱告的時候，要求中年男子將雙手平舉，使群眾確認的確有

長短不均的症狀之後，順便替中年男士治療長短手，並且要會眾見證：

「張：（對 OM）手放輕鬆，舉起來....你看著我，不要看你的手，(向會眾解釋)

長短手表示他的胸椎有問題，他的手有沒有長短(問會眾)，有沒有？(以

攝影機錄下的畫面可看出兩手長度的些微差距)

眾人：有。

張：奉耶穌的名聖靈的能力醫治你的胸椎，命令你的胸椎回到正常位置..感

謝主，有沒有？(的確可見較短的手緩緩移動)回去了 ho，(向會眾)兩邊

位置有沒有不一樣，在哪裡？右手...阿們！3」

在張牧師示範的公開神聖醫治當中，信徒進行自身對身體症狀的檢查與體

會。另外，這個例子還說明從不可見的疼痛醫治到可見的醫治的轉化過程。首先

OM 表達自由彎腰的期待，即使被醫治也只有自我能感知疼痛是否消除。但到了

台前，當張牧師要求 OM 雙手平舉，在群眾的目視下診斷岀長短手的症狀，這

個過程將不可見的醫治疼痛需求轉為可見的醫治，使得神蹟醫治成為眾所目睹的

見證。其次，以上述腰痛轉化為長短手醫治的例子，可以認知到神聖體驗是透過

個人身體經驗顯現，並且以張牧師所言「恢復到正常位置」的方式，用身體最初

「正常」的慣用傾向來顯示醫治；所以在長短手例子中，要回到正常的習慣就是

平衡且等長的身體伸展。Cordas 觀察長短腳醫治時，認為這類醫治不是靠服事者

拉被服事者的人為操作，而是被服事者肢體上自發的肌肉延展4，但自發不見得

是透過自主意識。被服事者在神聖感當中自發所產生的諸多身體現象，是本章討

論的主題。

2 〈20050409 淡水內在醫治特會影像紀錄〉。
3 同上註
4 同註 1，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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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長短手的醫治只出現在張牧師替群眾授課的場合，但長短手的醫治比內

在醫治不可見的醫治更為醒目，它徹底展現無可解釋的神蹟，並且成為預告，這

項醫治預告藉著改變身體傾向發生的神蹟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共同觀看的見證

之下。

不過對內在醫治而言，長短手醫治所使用的禱告與宣示是達到內在醫治的方

式之一，內在醫治通常進行的步驟不止於此；所以本章討論內在醫治當中身體與

神聖感的關係，比單純倚靠宣示就能達成的長短手醫治更複雜。內在醫治進行的

步驟包括驅趕邪靈、切斷祖先咒詛，以及依賴意象進行的記憶醫治等，這些過程

中都有大量的與神聖感相關的身體實踐。這些身體具體的體驗，包括在驅趕邪靈

或斷開祖先咒詛時嘔吐或倒下，以及在回憶治療中，藉由信徒腦中浮現的意象或

記憶呈現他的個人史。還有神聖知識預言在內在醫治中透過信徒尚未告知卻能由

服事者說出的關鍵事件，使個人信服神聖力量的存在。以及進入醫治的最後階

段，藉由生育過程的身體實踐模擬體驗靈的新生。這些項目以及相關問題都一一

在下面各節當中討論。

第一節 靈的驅趕和切斷

內在醫治當中需要驅趕的是邪靈，需要切斷的則是不合宜的靈的連結，這兩

種靈分別有不同的界定。驅趕或切斷的方式可由服事者帶被服事者祈禱，或是被

服事者自行進行皆可。

邪靈又稱為空中屬靈的權柄，空中並非指空氣，而是指向肉眼不可見的空

間，邪靈雖然看不見，人卻能藉著身體的感應察覺到它的存在。張牧師將世界區

分為靈界與物質界，兩者並不能隨意互通。以人為例，人的靈擁有對身體的主權

和自由意志，除非意志願意否則邪靈不能進入身體。張牧師就認為民間的開天眼

等作法會導致邪靈入侵：

「我們的身體是要保護靈，因為物質界和靈界不是這樣互通的，意思是說，譬

如我的家是一個物質界的疆界，邪靈是不能進來的，這是我的主權範圍，我們看得

到，但靈界看(不)得到但它也知道這是他不能進來的。他看得到是一回事，但它不

能進來啊，他不能穿過物質界來影響我們啊，要不然他隨時可以進來你的靈裡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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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你啊對不對，阿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肉體是要保護我們的靈啊，不受靈界的影

響，阿我們現在去開天眼啦，開氣門啦，靜坐冥想啦，就是把自己生命張開、打開

讓邪靈可以進來。.... 個人意志就決定你要邀請哪一個，找哪一個神明的幫助。5 」

由上述張牧師的陳述可知，內在醫治的靈界論認為其他宗教向靈界開放的方

式會招致邪靈入侵，並直接斷言其他宗教的靈界就是基督宗教所指的邪靈，這些

邪靈會對人的靈帶來負面的影響。這些負面的影響可以藉由身體不舒服的反應或

者疼痛來顯現。柯瑞福將邪靈分成一到十級而分別有不同的影響，一二級的邪靈

只會讓人意志不專或打呵欠，但隨著級數增加，邪靈對寄主的控制越強，七級以

上的邪靈卻能控制人，使人擁有兩種以上的性情；因此在驅趕的時候會使寄主身

體疼痛，設法阻止驅趕的進行6。即使身為服事者，在為人驅趕邪靈時，仍可以

感應到一些疼痛的徵兆：

「有時候會起雞皮疙瘩，有時候我們為人禱告的時候，我的這邊會痛(部位

是...)，背會痛，表示他裡面有邪惡的靈在裡面，(所以你背會痛就會問)，大概會

查驗出來，當然還是要做查驗. 7」

此處的「查驗」指藉著詢問當事人是否受到邪靈入侵，以確定恩賜者的感受

是否正確。然而在正式驅趕的情形中，藉由身體的反應，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邪靈

在體內如何表現為可感知的型態，對被侵入的信徒而言，他也必須感知邪靈如何

「出去」才能使自己脫離不適的狀態。

除了需要驅趕的邪靈之外，其次則是靈與靈之間不合宜的連結或「魂結」，

這些關係包含親子、朋友、伴侶等。頌泉內在醫治的教材形容關係淺薄如同細繩，

關係深厚如同粗繩，不合宜的關係如同被細繩或粗繩綑綁，要斷開關係就必須要

切斷聯繫關係的細繩或粗繩，而關係越深厚的粗繩，切斷時需要花越多精力及時

間。這些不合宜的狀態包括：婚姻外的性關係、同性戀、與死去的人有魂結、與

教會領袖和會友之間的不合宜連結以及家庭之間的不合宜連結等8。

5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談紀錄〉。
6 柯瑞福著，李賜明譯，《征服黑暗使者》，台福傳播中心出版，2002 年，頁 132-135。
7 同註五。
8 依據頌泉內在醫治教材所列的全部項目，包括婚姻外的性關係、同性戀、人獸交、與行惡的朋
友來往、不倫、與死去的人有魂結、教會中的非神連結、他人的邪術控制、父母與孩子、吸毒或
販毒、崇拜歌星影星、參加秘密社團、誓言、一起立下錯誤契約的人、攻擊或使自己發生意外的
人、教導說謊的老師或他人、因決定導致的非神連結、捐血以及因事物牽連到邪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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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靈的驅趕—邪靈帶來的影響、積存處以及出口

邪靈不見得能夠「遭逢」，有時候信徒在驅趕階段才確知自己受到邪靈入侵，

但有時候某些身體反應也代表遭遇邪靈，譬如婦女 C 的例子：

「那時候常常來找我的(台語)那種魔鬼，那種鬼仔來找我會怕(台語)，怕到快

要抓狂快要起笑(台語)，常常它來的時候就是那種汗毛，就是很冷，然後汗毛就豎

起來，你靠近那個冷氣口有沒有，就是涼，比那個還涼喔，而且涼到你心裡面去，

就是你整個人會打寒顫，毛會豎起來，很可怕，常常ㄋㄟ，開車的時候也會碰到，

然後你走路的時候也碰到，然後你只要經過那種喪禮，一定會跟到，很可憐.... 9」

C 在靈方面具有敏感的體質，但她所陳述的主觀感受以及感官上打寒顫的形

容，只能說與邪靈相遇，還稱不上是入侵。但林牧師娘陳述婦女 B 的狀況已是

邪靈入侵，或者說是「受到邪靈挾制」。B 受到邪靈挾制的時候，在身體上顯現

僵硬並且擺出蓮花指，而且還表現岀異常大的力量：

「林：當你祭拜的時候，那些邪靈會進到裡面，我們是奉主耶穌的命令趕它出

來的時候，它就一定要出來，那會有不同的方式，她(B)的方式是嘔吐，

整個把它吐出去，然後看到她的蓮花指顯現，擺出來，而且她的手整個

也是麻掉的，對就是不能動，她是一個被挾制.....

A ： 我過來的時候我發現上帝是派我來抓她的，她們那麼瘦，抓她哪抓得住，

那時候要把她的手打開，打不開耶... 10」

另一個林牧師娘曾經處理的個案，一個原本陪女友去廟裡收驚的男子，因為

被朋友壓著跪拜，結果被齊天大聖附身：

「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不拜，可是...因為他是抱著他女朋友，他女

朋友整個發作就不像一個女孩子...(大家都開始說話)..已經不是她了嘛，啊他抱住

她，他的朋友是整個把他們壓去跪拜的，就這樣子，然後，那個孩子(男生)就痛到

不舒服了，晚上喔，他是大夜班的，他睡覺的時候，他睡覺的時候會讓他起來翻跟

斗，翻跟斗，後滾翻喔，前滾翻，後滾翻喔......11」

9 〈20050731 鳳萍教會訪談紀錄〉。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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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女朋友整個發作就不像一個女孩子...已經不是她了嘛」，這個描述邪靈附

身的例子，顯示邪靈也有足夠控制的意識，讓原本的自我被掩蓋起來。回到 C

的例子，C 曾經尋求佛道教宗教系統的幫助，不過她察覺到這兩種不同宗教系統

對於驅趕概念的迥異，雖然一開始涉入修行時她期待擁有某種能力，但後來當她

想與靈界的勢力劃清界線時，卻沒有辦法得到絕對驅趕的結果，因此她轉向基督

宗教求助：

「師父跟我講說，妳已經步入這條路，妳在學佛的過程中，會有很多那種東西

來靠著妳，因為他們要妳的功德，所以最起碼妳在做早晚課的時候，妳就把妳的功

德迴向給他們，這樣可能就沒有事情了，我很認真在做耶，但是我覺得我的身體每

況愈下.... 妳尋求妳的師父或者是法師或是妳拜的佛菩薩來幫你處理的話，其實我

覺得都沒有用，一點用處都沒有，根本沒有一點力量要把你、能夠把他們從你身上

趕走、都沒有，而且他們覺得那是很不慈悲的.... 12」

在驅趕邪靈的過程當中，見證了一場身體上繪聲繪影的正邪大戰，身體成為

黑白兩道爭奪的地盤。邪靈可以藉由「破口」，人所犯的罪進入；除了罪造成邪

靈入侵，邪靈和其他在人身上的靈亦有可能藉由按手禱告產生傳遞。在驅趕邪靈

時，由服事者與被服事者共同認知一套身體感知以確認邪靈是否被驅趕，服事者

也須幫助被服事者達到邪靈淨空的狀態。由服事者的禱詞了解，淨空的狀態必須

要燒盡，且不殘留任何不合宜的狀態，並且將燒盡時產生的「空檔」充滿聖靈：

「聖靈祢來充滿，所有被拔除的部分，謝謝祢，所有的空檔，被拔除的空檔，

沒有一個在空檔，聖靈完全的充滿，完全的充滿，充滿在所有被拔除的部分。聖靈

求祢現在降下火來，降下火來燒掉一切的一些屑屑殘渣，那殘留的屑屑殘渣....順

便拔除在我們屑屑殘渣…再降下火來，完全的燒盡，完全的燒盡，不容任何的殘留...
13」

祈求聖靈同在的過程中，參與者身體受到邪靈感應而出現徵兆稱為「彰顯」，

表示邪靈在聖靈的威力下震攝，而想從被侵入的身體當中逃竄，例如被服事者身

體出現打隔、嘔吐或咳嗽的現象。除了身體的徵兆，被服事者受邪靈影響嚴重之

時若顯出非本人的意識，表示意識被邪靈佔據。醫治的過程中被服事者為了將邪

靈趕出，通常會不斷嘔吐，需要嘔吐的時間長短不一，有時候被服事者尚未告知，

12 同上註。
13 〈頌泉小組紀錄 200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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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者恩賜能力即可直接判斷吐岀之靈為何，使信徒信服聖靈力量。譬如婦女 C

的案例吐出的邪靈是財神：

「後來我就坐在他旁邊的時候，妳知道我很不舒服喔，我就覺得怎麼一直要嘔

吐，一直要嘔吐....一直要咳嗽要嘔吐，我就講說，欸蕭哥你走開一點啦，拜託喔

不要坐這裡.... 然後那一天，他又帶那些人幫我禱告，就是把我圍起來，把我圍起

來然後唱歌，唱詩歌然後又禱告，阿我就吐啊，不知道什麼力量，然後我就這樣倒

下去了，倒下去以後，他就跟我講，我從來都沒有跟他講過我的故事喔，他跟我講

說，妳以前是拜什麼的？我說拜什麼，拜好多啊，你指哪方面？然後他就講說，他

看到一尊東西，就是我剛講那尊...財神，我沒有跟他講耶，我說你有看到嗎？他說

有啊，我說你確定他走了嗎，出去了走了，阿他從此以後就走了...」14

邪靈既可以被吐岀，間接暗示它在吐出之前可能已存在身體，具體地佔據身

體的某一個部位，這個位置是在肚子或腹部。為了與聖經原文一致，內在醫治服

事者以約翰福音的記載「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指稱儲存靈與釋放靈

的位置為「肚腹」：

「因為它(邪靈)會盤鋸在我們的腹部，就像我們聖靈也是啊，從我們腹中湧流，

有沒有，這個聖經也是這樣子寫的。...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然後神的話語也在我

們裡面，那成為一股力量從我們腹中湧流出去，那就是要將聖靈在你身上，你你你，

你要將這個能力也也也在我們四周圍的人身上可以彰顯，可以幫助別人，你講出來

的話語或者是聖靈透過你可以幫助別人，那這個是從我們腹中湧流，聖靈從腹中湧

流就...不是有一股能力出去，你會感覺到有一股能力出去....(是這裡嗎...『我指

自己的肚子』真的嗎)對，(你是說能力，就是..)當然是從聖靈來，他也是聚集

在...(這裡嗎).... 15」

肚腹成為積藏靈的場所，同時可能儲存邪靈或聖靈，如果發現儲藏的可能是

邪靈，驅趕邪靈的時候也必須從積存的地方驅趕：

「然後妳很..很容易發現一個就是它會像蛇這樣子...你自己願意的話的釋放

的話，那我們奉主耶穌的名命令它離開之後，它會像蛇這樣子，這樣盤升上

來。....... .那個不舒服會跑到哪裡，有時候在胸部，有時候就卡在喉嚨，不出去，

14 同註九。
15 〈20051019 鳳萍教會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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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被頭的哪一個地方，那那這個我們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ho...命令它

離開，它就要出去.......有的會覺得說好像有東西在轉一樣，那有的是會覺得他很不

舒服，然後就想要嘔出去..... 16」

林牧師娘強調驅趕邪靈的時候，邪靈會像蛇一般從肚腹盤升上來，若經過身

體內部的各個部位和器官，會替被服事者帶來不適。大部分服事者驅趕邪靈的方

式是以手按在被服事者的腹部進行禱告，受邪靈佔據的被服事者經過禱告之後，

有些人如果產生噁心的感覺，就可以用咳嗽、嘔吐或打嗝的方式，讓邪靈從口部

出來。驅趕邪靈的方式不只是由被服事者自發地吐出，也可以依靠服事者將手按

在腹部祈禱，由腹部、脖子到口的位置依序以手壓迫將邪靈趕出：

「一個○○堂的姊妹 M很快地倒下來，姊妹倒下去的時候，嘴巴有喃喃唸著『耶

穌求你來愛我』，並且開始哭泣，我本能的跑去幫忙，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 Donna

如何服事。現場除我以外共有三個人，Donna、負責翻譯的 SU，還有另一位姊妹，

我們四個都陪她一起俯倒在地上。這個服事由 Donna 進行她是天父眼中珍貴的○

○，她用手壓 M的肚子，然後她要姊妹把想吐的東西吐出來。後來 Donna 不僅壓她

的肚子，還由肚子向上一路推壓到她的脖子，並且喊著『仇敵出去』。...後來等 M

梢平靜之後，Donna 便要她由口吸入聖靈以感受平安。17」

驅趕完邪靈之後，還需要由口吸入聖靈才能宣告完成。因為肚腹部位如果沒

有填充聖靈，仍可能受到邪靈的入侵。

2. 靈的切斷—言語與手勢的結合

驅趕邪靈的方式是以口部動作將身體內部的靈趕出，但不只需要對邪靈驅

趕，也需要切斷與不合宜的靈之間的連結，而切斷不合宜的連結需要倚靠祈禱語

言的宣告，輔以手勢動作。服事者帶領被服事者以覆誦的方式讀念禱文作為宣

告，語言宣告等同聖靈的力量，之後加上手勢動作，強化與邪靈關係切斷的狀態，

手勢體現了宣告語言的內涵。

在釐清不合宜的靈的關係時，被服事者除了切斷和去除靈的連結，另一方面

也要饒恕不合宜關係的具體對象。一位兒時曾遭受AA 和 BB 性侵害，離婚一段

16 同上註。
17 〈20051111 頌泉田野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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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中年婦女 R 接受張文娜女士的內在醫治，希望能夠處理離婚之後仍然不

斷浮現腦海的情慾畫面，以及性侵害所帶來的齷齪和羞辱感。張文娜女士引導她

進行內在醫治，詢問她腦海中情慾畫面的來源，並以對象區分為三項：與父母相

關的包括兒時聽見或看見父母行房以及父母擁有的色情照片，與前夫相關的則是

因為前夫背著 R 買春，而希望 R 學習更好的行房技巧因此邀請她觀看 A 片的污

染，以及 R 離婚之後受到電視劇當中床戲畫面的吸引。張女士一方面要處理她

因為接觸這些情慾資訊引起的不潔，另一方面引導她徹底切斷兩位不同時期性侵

害的加害者對她造成的影響。

首先張女士帶領 R 處理性侵害的傷害，她引導 R 祈禱時並要求她複誦禱詞，

粗體字是 R 的複誦內容。複誦之後第一個出現的手勢便是切斷，張女士引導她

在斬斷與傷害者的連結時要「砍斷」，R 便自動將手指併攏由上往下揮動，彷彿

用手成為無形的刀切斷這些影響：

「我現在奉主耶穌的名(我現在奉主耶穌的名)，聖靈的能力(聖靈的能力)，用

主耶穌的寶血(用主耶穌的寶血)，砍斷(砍斷)，我跟 AA 之間(我跟 AA 之間)，一切

不合神心意的魂結(一切不合神心意的魂結)，全部砍斷…好妳伸手把它砍斷(R 做了

好幾次切斷的手勢)... 18」

接著張女士要求 R 拉東西出來還給加害者，R 便自動以由內抓並向外放的手

勢表示，這個動作看似彷彿從心裡抓岀東西向外丟，R 需要做這個動作當成除去

的確認：

「我現在奉主耶穌的名(我現在奉主耶穌的名)，聖靈的能力(聖靈的能力)，我要

將所有在我裡面(我要將所有在我裡面)，有 AA(有 AA)，有 BB(有 BB)，不屬於主耶

穌創造給我的(不屬於主耶穌創造給我的)，我全部要拉出來還給他們(我全部要拉出

來還給他們)，好，妳現在就把它抓出來(R 表示由胸口抓出的手勢)，從妳身上抓出

來，所有屬於 AA 跟 BB(所有屬於 AA 跟 BB 的)(R 開始哭泣，並且情緒激動)，肢體動

作(肢體動作)，臉部表情(臉部表情)，全部拉出來還他們(我全部拉出來還他們)。....
19」

除了抓取丟棄的動作，亦可用拍或撥的方式去除影響；拍是將東西「拍掉」

18 〈20051111 頌泉小組紀錄〉。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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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撥掉」的姿勢，張女士指示 R 以拍與撥的姿勢，除去性侵害時皮膚被觸摸

的記憶：

「所有被觸摸的部分(所有被觸摸的部分)，讓我覺得齷齪的部分(讓我覺得齷

齪的部分)，主耶穌的寶血來洗淨(現在主耶穌的寶血來洗淨)，主耶穌的寶血(耶穌

的寶血)，來潔淨我的下體(來潔淨我的下體)，妳把它撥掉(R 有拍掉或者撥掉的動

作)，所有在我身體上(所有在我身體上)，皮膚上(皮膚上)，屬於被觸摸的記憶(屬

於被觸摸的記憶)，屬於 AA 跟 BB 觸摸我的記憶(屬於 AA 跟 BB 觸摸的記憶)，全部從

我皮膚上潔淨(全部從我皮膚上潔淨)，好妳把她拍掉(R 有拍掉的動作)。這些被觸

摸不舒服的記憶不能在我身體上停留 (這些不舒服被觸摸的記憶不能再停留)，不能

再記憶在我皮膚上(不能再記憶在我皮膚上)，完全的被洗淨(完全的被洗淨)....」

比較驅趕邪靈與切斷不合宜的靈兩者，前者以口吐岀邪靈，後者以手勢切斷

關係，但兩者表達的意義相同，都是協助被服事者驅離不屬於自身的邪惡或不正

確，還原完整或清白的自我。在復原完整的自我上，邪靈驅趕完畢後邀請聖靈進

入以阻擋邪靈再度入侵；但切斷不合宜的靈連結之後，經由手勢及宣告除去的不

是邪靈，而是人的靈，也需要補充回原本完整的自我，因此除了由內向外將內在

不合宜東西的「抓出來」，還需要將散落在加害者身上的部分「抓回來」。

「我奉主耶穌的名(我奉主耶穌的名)，從 AA 跟 BB 身上(從 AA 跟 BB 身上)，

把屬於我的部分(把屬於我的部分)，全部要回來(全部要回來)，好妳現在就把它抓

回來。(R 由外向內往胸口抓回來)。.... 20」

另外，張文娜女士針對 R 提到的畫面來源相關事件，依照前面的方式逐項

祈禱，每一個記憶的事件都需要以複誦的禱告切斷。在畫面產生的來源中有兩項

是與外在對象有關，分別是 R 的父母以及前夫。以父母為例，首先處理的畫面

來源是春宮照，R 並且需要陳述由事件引起的負面情緒；在事件中 R 是被動受傷

害的角色，因此也需要原諒造成傷害的對象：

「主耶穌我願意靠著祢的力量(主耶穌我願意靠著祢的力量)，原諒我的父親(原

諒我的父親)，把春宮照帶回家裡(把春宮照帶回家裡)，玷汙了我的母親(玷汙了我

的母親)，也玷汙了我的眼睛(也玷汙了我的眼睛)，我也願意原諒我的母親(我也願

意原諒我的母親)，讓我有機會看到春宮照(讓我有機會看到春宮照)，使我的眼睛被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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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汙(使我的眼睛被玷汙)....讓我覺得那個畫面很噁心(讓我覺得那個畫面很噁

心)....」

接著處理另一個與父母相關的事件，R 看見父母行房所使用的保險套的經

驗，這個經驗使她對性厭惡且產生齷齪感。這個部分張女士除了祈禱，也指引她

以手勢抓取更深入的位置「腹中」，捕捉畫面的資訊，將這個感覺「歸還」而非

純粹的丟棄：

「我願原諒我的爸爸媽媽(我願原諒我的爸爸媽媽)(此時 R 哭了)，把避孕套放

的那麼顯眼(把避孕套放得那麼顯眼)，讓我去看見(讓我去看見)，引起我不該有的

聯想(引起我不該有的聯想)，玷汙了我的眼目(玷汙了我的眼目)，讓我覺得很齷齪

(讓我覺得很齷齪).....屬於爸爸媽媽對性的觀念(屬於爸爸媽媽對性的觀念)，我抓

出來還他們(我抓出來還他們)。好妳伸手抓出來(我伸..…)，從腹中抓出來(當張文

娜女士強調「腹中」的時候，R 拉出的動作和位置更往下到靠近腹部的位置)。 21」

遇到對象的禱告，在原諒之後還必須要釋放對方的靈魂體得自由，尤其對方

也不能受到被服事者的不饒恕綑綁。這些語句固定出現在每一次的原諒禱詞之

後，除了引號內的內容更換，其餘的內容都不變。被服事者以受害者的姿態原諒

「釋放」加害人，「釋放」的概念暗示情緒受害的一方手中也握有加害一方的部

分，使得加害者在心靈上沒有辦法「完全」，所以也需要替對方禱告：

「因著我對『我先生』的原諒(因著我對『我先生』的原諒)，我願釋放『我先

生』在靈魂體都得自由(我願釋放『我先生』在靈魂體都得自由)，不再被我的不饒

恕綑綁(不再被我的不饒恕綑綁)，主耶穌在天上也釋放他(求主耶穌在天上也釋放

他)，赦免他(赦免他)，因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因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22」

最後則處理自己主動犯罪的事件，張文娜女士帶領 R 作認罪祈禱並且求神

饒恕，目標也是讓自己得到自由：

「主耶穌赦免我(主耶穌赦免我)，我用電視…情愛的電視影集(情愛的電視影

集)，來麻醉我自己(來麻醉我自己)，來滿足我自己(來滿足我自己)(講到這句時 R

開始哭泣)，來填補我的空虛(來填補我的空虛)(R 哭泣)，赦免我(赦免我)，用錯誤

21 同上註。
2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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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來取代(用錯誤的東西來取代)，也替代了祢的角色(也替代了祢的角色)，赦

免我(赦免我)(R 哭泣)，讓我自己被玷汙(讓我自己被玷汙)，祢寶血洗淨我的罪(祢

寶血洗淨我的罪)(R 情緒又開始激動起來)，讓我得自由(讓我得自由)(R 哭泣)，讓

我不再被這些罪綑綁(讓我不再被這些罪綑綁)... 23」

由處理 R 與一些對象不合宜的連結，可看出在處理魂結和驅趕邪靈有很大

的不同。以二者影響的層面來看，在魂結方面，加害人的靈不能佔據被服事者身

體的某個部位作為基地，他佔據的部位是回憶；邪靈卻可以佔據人身體的腹部

內。要處理或消去傷害的回憶，並不能像驅趕邪靈的方式以口吐岀，而是用手勢

使被服事者在身體姿勢上，以意識決定，並以手勢等進行驅趕，藉著手揮動的動

態姿勢產生效果。所以在切斷魂結的過程中，終究被服事者切斷的行為是自身決

定並產生動作達成的，張文娜女士只是引導者，張女士並不能代替 R 做切斷的

動作。但是面對邪靈入侵的例子，服事者卻可以幫助被服事者進行驅趕，譬如按

手在被服事者的腹部趕出邪靈。

因此內在醫治看待魂結所產生的困擾與邪靈不同。邪靈是絕對需要被鏟除的

絕對惡，因此處理邪靈的方式是一經發現之後立刻驅趕；但處理人與人靈之間的

不合宜聯繫，卻需要釐清關係的來龍去脈，以及確認哪些是帶來負面情緒的加害

者，人的靈的連結，需要以「歸還」和「切斷」，將不合宜的東西「歸還」給加

害者，以及「切斷」靈與靈之間的影響。即使對被服事者而言加害及傷害的一方，

並不被絕對化成為惡的一方，反而還需要被服事者主動釋放，使原本傷害的一方

可能因為被服事者不饒恕，因為不好的連結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隨之解除。

解開人與人之間不合宜的連結之後，也要重新拼湊自我原來的完整與自主，

張文娜女士引導被服事者在醫治中達到「自由」，也就是靈的健全、不受綑綁。

手勢實現被服事者想要丟出的，拉出「不屬於主耶穌創造的」部分，以及所要討

回的心理願望，抓回「屬於我的部分」。藉著手勢的切斷、拉回、放出以及拍去，

恢復被服事者靈原本的狀態，而且同時顧及被服事者以及他認為加害於己的一

方，藉由醫治，原本關聯的兩邊因著單方的改變同時受到影響。

張牧師也經常在內在醫治課程中，講解手勢在靈界中是有意義的，他以一些

宗教的練功或健身術為例，表示這些姿勢很可能就是招致某些邪靈的動作。從這

些例子可知，言語宣告和手勢的動作能顯示給靈界看，並且對靈界產生影響；言

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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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本身藉由說和宣告就能產生神聖的力量，譬如以「奉...的名」為開端，而手勢

則代表劃分關係的意義。

由 R 的例子可看出內在醫治認為每一項不正確的性資訊都會造成靈性污

染，這些引起不愉快的羞恥或玷汙感的性資訊成為腦中意象的來源，而且必須逐

一處理，服事者也會強調每一件事情都要分開處理，不論處理的方式是饒恕加害

對象或是自我認罪。此例所呈現性侵害的情緒感受由同是服事者的張女士，以同

樣的經驗同理被服事者，這段對話表示她感同身受「被弄髒」的感受：

「文：很多時候被騷擾，都會覺得很噁心，很齷齪，以外會覺得自己被她弄髒了，

不是、不是真的性侵犯的，但是是騷擾的，還是覺得『被弄髒』的感覺。....

有一次我到ＯＯ，那他在我後面，用他的下體碰我、碰我臀部這個地方。

那我就生氣，氣得不得了這樣子，被他弄髒的那種感覺....

R ：結婚之後我不喜歡先生來碰我。

文：那我可以問妳一下，妳為什麼不喜歡他來碰妳？

R ：就是很害怕那種被碰觸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就是進入內在醫治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是覺得我很髒，被碰觸的話會很髒....」

女性服事者同理被服事者的片段，經常出現在醫治服事的對話當中，以張女

士為例，她在小組時間會不經意提起自己過去的相關經驗，以同理組員參與醫治

時的各種疑惑。由於內在醫治內規是迴避異性間一對一的服事，因此我在頌泉學

校所參與的一對一的深入內在醫治小組中，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而實際參與內在

醫治的信徒又以女性居多，以女性為主的問題以及模式可能成為本田野的特徵。

這些特徵包括服事者在協談時浮出的同理心等等。

第二節 遺傳的罪或咒詛

內在醫治認為只要是祖先在犯罪時沒有認罪或處理，都會影響到下一代，尤

其是一些特定的罪行會隨著血緣以及遺傳在家族中延續。頌泉課程列出罪的項目

包括偶像崇拜或邪術，以及性方面的罪行等等。由祖先的罪行所造成的結果包

括：貧窮或財務上的缺乏、不孕、事業失敗、早夭或橫死、慢性及遺傳病、生活

難關不斷以及家庭破裂等。一般的罪會影響三、四代，性方面的罪則影響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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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斷咒詛時，需要倚賴當事者陳述心理與身體疾病和發生的不順事件為線

索，回憶前幾代是否曾犯罪而導致後代的疾病；或是家族幾代都發生災難意外，

或者相同的遺傳疾病。所以處理遺傳的罪行和本人直接犯罪無關，而要追溯祖先

的犯罪或過錯。林牧師娘在替信徒作醫治或釋放時，判斷一些疾病與祖先曾經發

生的事情相關：

「我們會去看他們家族有哪一些東西，是影響他們家人的，在家族裡面發生什

麼事情，有時候聖靈會帶你說，欸他們家發生什麼事，我們是不知道我們祖先犯了

什麼啦，作了什麼你都不知道，可是有時候聖靈會讓你看一些東西，去問才知道你

家裡發生這種事情，都可以去印證的..... 有一個他們家在背部方面有問題，脾氣

很暴躁的，那聖靈光照之後，ㄟ去問那個長輩，就知道原來在他們家族，前兩三代

裡面有人是因為兄弟相殘，他要逃命，要逃亡，那種驚嚇，然後他們整個家族會感

覺到有那種害怕的靈在他們裡面，他們整個要逃亡，很喘，在幾十年代之前的差不

多有這種情況嘛，有一些是戰亂時期發生的，也有是兄弟相殘，有傷害，兄弟打兄

弟，一個飛鏢射過去就死掉了，人家偷東西啊，他就是要保護他的產業，整個逃的

過程，在他的心靈的破口，就形成一個破口.... 24」

這個例子說明家族背部的疾病以及暴躁的脾氣，導因於過去兄弟的相爭與相

殘，逃亡時的喘氣影響到後代子孫的脾氣。另一個例子則是祖先違反基督教信仰

一夫一妻的原則，犯下淫亂的罪行。一位接受頌泉內在醫治的婦女 H 表示，她

的兒子以及小妹的離婚就是由於上一代一夫多妻的罪行影響：

「像我那個老大結婚的時候，ㄟ她父母也是很好啊，也沒有離婚啊，阿我們這

邊看起來也沒有、沒有什麼像我爸媽他們也都很好啊，就覺得說應該是沒...可是就

是因為我阿公他娶了四個老婆，這個罪就會影響到、要十代嘛，所以就影響到我的

兒子，也影響到我們這一代，我妹妹也離婚，我那個小妹，阿我兒子也離婚，這個、

這個不是偶然的，這個就是、就是這樣牽連的。25」

另一種遺傳的罪是由咒詛而來。學員 I 是中年婦女，知道自己的家族曾經被

咒詛，該咒詛產生情慾的靈，致使她自身遭受親人的性侵害：

「我很多綑綁都來自祖先，我們家拜的很厲害，相當厲害的，阿所以開始就要

24 同註九。
25 〈20060413 頌泉個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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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轎喔，我們家從 H 省(中國省份)搬到 P 再到 K(台灣地名)，我的祖父我爸爸他們

三兄弟每次 P(台灣地名)一開始拜拜的時候，他們就要回去抬佛轎，因為我們家在 P

算是望族.....所以我們家其實被咒詛的，因為我的阿姨就凶悍，財大氣粗，所以在

蓋那個房子的時候被放的.. 我小時候...被我叔叔性侵犯，阿我那時候我都不敢

講，我都以為我父母不知道，幾年前才知道..我媽媽知道，所以妳知道那個傷害對

我多大..我知道其實那是祖宗的咒詛的靈，情慾的靈，會一直下來。...26」

以 I而言，祖先的罪仍可以藉由仍在世的親友詢問得知。但有一些祖先的犯

罪，譬如更早之前的祖先，無法經由詢問得知，卻可以經過恩賜能力的服事者的

「意象」顯示出來，無須經由任何記憶的確認：

「我處理了三次耶，我是第三代耶。....那有一次我在談那個方言禱告的，一

個小組方言禱告，帶著大家很深的方言禱告。然後突然看見我以前的祖先，就是像

清朝那樣子的….晚上的時間一個小巷子….痛的跑回家這樣子，後來那個女孩子….

就我的祖先不直接殺人，所以但是流了無辜人的血，就是淫亂的罪....喔我就開始

悔改認罪，哭的不得了，我是在悔改認罪，我就很…很難過因為這樣一個生命被殺

害，我很痛苦，所以大家也幫我禱告。27」

不論以什麼樣的方式，只要得知祖先曾犯過罪，被服事者即需要替祖先認罪

祈禱，以切斷祖先所帶來的不好影響。信徒以身體的某些症狀判斷是否有與祖先

咒詛相關的事件需要處理。以婦女 L 為例，她在頌泉學校關於祖先咒詛的課程

中，產生打呵欠、打嗝等以及一連串想睡覺的症狀，她認為這些症狀表示她仍有

遺傳方面的罪行需要處理：

「那個杜牧師28她在講那個，那個祖宗的那個、祖宗的那個 ho，那她也帶我們

做一個禱告，奇怪我，其實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應該我就覺得我也是會像她講的

說，我、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好像那個、那個前面都蠻乾淨的那種感覺，我會

有這種感覺。那那為什麼我昨天晚上，她在做禱告的時候，我居然眼睛都睜不開，

睏到不行，睏到不行，我原來不會想睡喔，可是她在做禱告的時候我就念不下去....

那我又很奇怪，我一回家就不想睡覺了，我居然到十二點多都沒睡覺。.... 因為我

早上起來...我就把那個主掌權拿出來禱告，我就跪下來禱告。然後我就開始念那一

26 〈20051109 頌泉個案訪談〉。
27 〈20051110 頌泉小組紀錄〉。
28 杜智弘牧師服事於台中思恩堂教會，也從事內在醫治的工作。她在 2005 年 11 月頌泉的內在
醫治學校時擔任講師，當時主要的講員有 Donna、Steve、張思聰牧師以及杜智弘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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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念的時候覺得很奇怪啊，一直打嗝打個不停，一直打嗝打個不停，一直打嗝。....

我先生那一部分我自己娘家這一部分的，那個什麼有的很早就死亡的，不過那

我公公很早三十幾歲就死了。..他們家也有一些好像遺傳下來的一些疾病，我們家

也有，那我就會有那種感覺啦，所以、所以我才發現說，ㄟ這個這樣子禱告下來，

這樣子好像到最後結束的時候，我覺得我全身好輕鬆，好像真的那個東西有跑掉一

些，跑掉不少。29」

L描述與祖先咒詛相關的徵兆是遺傳疾病以及早夭，不過她並未經過服事者

帶領，而是自行禱告驅離咒詛。在 L自行處理的時候也有判斷標準，在她的描述

當中，若是和遺傳相關的罪，也像一般邪靈一樣能夠驅趕；所以她形容因為有個

東西「跑掉」使自己的身體感覺輕鬆，輕鬆的感覺代表與遺傳相關的邪靈被驅逐。

第三節 意象以及記憶醫治

1. 意象醫治

內在醫治所說的意象有別於科學可測量的肉眼視覺，它更接近於心靈意象，

對意象的分析倚賴意象當事人的實際經驗。看見意象者能夠描述意象的內容，不

論是動態或靜態的意象，重要的是意象的解釋，它如何給予當事者重要的意義指

引，有時候意象的意義令當事者的疑惑茅塞頓開，代表意義能成為過去和未來事

件的重要指引。此時意象的解釋成為醫治的關鍵，擁有先知恩賜能力的服事者能

夠解釋意象，因此意象在服事者的解釋下同時具備啟示以及治療的特質。

Cordas 認為意象有兩項特質，首先意象在世界上擁有多樣的解釋；而且意象

在儀式治療的過程中具備特殊效力，特別是和疾病或不幸有關的意象30，當當事

者認同意象和自己的不幸遭遇相關時，意象預知或預測了自己的不幸的時刻，就

能開啟當事者對神聖的相信，同時也開啟對當事者的心靈治療。譬如在第二章時

提及林志遠牧師為某女士祈禱時，看見竹子開花的景象，暗示她或是與她親近的

人將面臨死亡的威脅，某女士認為說中了她的狀態因此掉淚31；意象說中個人不

29 同註 27。
30 Csordas Thomas. The Sacred Self: A 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Charismatic Hea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7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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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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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遭遇，也使得服事者擁有對不幸事件的解釋權，他握有轉化意象成為正面啟示

的機會，並且能提供指引：

「但是後來我跟你講說，我再看到、我這樣講完的時候，我就看到神的一隻手，

從...把她這個姊妹這樣子提出來，放到旁邊的馬路上，那我就跟她講說，妳如果仰

望神，妳呼求神，神要拯救妳.... 32」

意象不一定要與特定的回憶事件相關。以張文娜女士在醫治時所看見的意象

為例，她看見的意象是獨立的存在情境。張女士的意象並非一閃而逝，因為服事

者繼續指引她將意象看的更清楚，在對話中意象成為有情節的場景。服事者引導

張文娜女士用她自己的領悟解釋意象：

「關於這件事情，我說祂會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我說這些我也知道啊，我就

次人一等啊，講這些都沒用啊，祂怎麼看我也進不去，我拒絕，最後那個老師說，

妳要不要看看撒但怎麼看妳，好那我們來看看撒但看到妳是什麼樣子。我看到一個

四方形，然後越看越清楚，裡面是空的，然後再看，好多好多窗戶喔，很堅固。然

後就看見從上面一陣風，大的風吹進來，從上面吹進來，因為裡面是空的啊，很大

的風吹進來，然後問我那個塔有沒有搖，我說非常堅固，它搖不動，然後那麼多窗

戶我知道為什麼，因為風從上面灌進來，就從那個窗戶全部散出去。她說原來仇敵

看到神創造妳是 strong tower，堅定不搖，所以它很害怕，神要妳看見祂的創造，

這樣妳知道了嗎，我說我被它欺騙那麼久...33」

由張文娜女士在恩賜者引導下解釋意象，這個意象用來解答恩賜服事者的問

題「撒但看妳像什麼」，此意象是動態的影像，它的解釋從情節出發，風進入塔

內後立刻從窗戶出去，服事者指引的提問：「塔有沒有搖？」確立意象解答的方

向朝象塔不動搖的特質。從這個例子當中還可看出意象具備四項特點：(1) 意象

獨立於其他的心理行為，也有別於記憶。(2) 獨立於它發生的情節和內容，意象

不見得與其他時間產生的意象有關。(3) 展現對生活世界特殊事件的陌生，在意

象裡想像的世界是個小世界；在張女士塔意象的例子中，似乎藉由想像暫時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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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9 鳳屏教會訪談〉。
32 同上註。
33 〈20050731 鳳萍長老教會訪問〉。當時一共有一個服事者，林牧師娘以及其他四位曾受內在醫
治的女性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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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看似不相關的意象，再回到與她自身相關的狀態作解釋。(4) 它由當事者

心智自由決定34。

另外，意象的生成也可能受到文化的形式，以及融合生活經驗以及生長背景

的影響，這些意象就完全和上述日常的意象和想像相異，並且當意象受到文化影

響時，就可能和記憶相關。35譬如婦女 B 陳述因為除偶像而看見「意象」，意象

的出現有別於張文娜女士在意念中出現的意象，B 所看見的意象直接映在牆壁

上，這個意象是她所見過的偶像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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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我只有

除觀世音菩薩，顯現給我看的也就是觀世音菩薩.... 那是我除偶像完的第一天還第

二天，應該是在前三天，我忘記第幾天，第二天吧，然後半夜起來尿尿的時候，他

印給我看的就是(旁人插話：在牆壁上)我以前拜拜的佛像，(旁人：顯現在廁所的牆

壁上)，就是我們在拜的.... 看了之後我自己就覺得怪怪的，給我看一下他就消失

了... 看了之後我自己就覺得怪怪的，給我看一下他就消失了，我又回去睡覺，...

可是我心裡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是我常常在拜的。那我隔天跟牧師在談話的時候，

牧師就有感應這樣子，我也很自然就把這件事告訴牧師，牧師就叫我過來一下，他

想說為我禱告一下。36」

上述意象的出現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對 B 而言，不期然出現而又能映射在

實體物的影像，使她覺得「怪怪的」。B 自發看見的意象和上例經由引導而生的

意象不同，B 辨識出該意象即為她記憶中所祭拜的偶像靈；內在醫治的服事者亦

解讀該意象為尚需驅逐的邪靈，因此替她禱告。上述二個例子中，意象皆作為個

人可解讀的符號，但當中具有許多潛在的語言力量，必須被解讀出來；意象的誕

生帶著不確定性，卻由服事者的解讀確認意象的意義，由不定到確認的途徑中，

更突顯意象解讀的重要和神聖性37。

意象不只存在於個人清醒時的想像，在婦女 I 的例子當中，意象以夢的方式

呈現。她與恩賜服事者討論意象的意義時，發現自己所感知的意象出現一種以上

的可能，不過還是照著恩賜服事者依照醫治中的普遍意義解讀：

34 同註 30，頁 81。
35 同上，頁 83~85。
36 〈20050801 張文娜女士姊妹訪談〉。
37 同註 30，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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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看到我小時候住的那個房子，日式的房子，咦怎麼破破爛爛的，就想

說對啊因為很久沒有人住了，然後看到我們家那個很大塊的石頭，那一個排下來，

看到那個石頭底下流很多的水......然後我就趕快去關掉自來水，不然阿媽會罵

我，就去找，看怎麼都沒有，地上都是水，打開門就看到很大一塊一塊的像木炭，

很大塊阿很光很亮，又光又亮這樣子，我就說阿這個木炭怎麼這個樣子.. 之後我就

醒過來，我就想到以前周瑜家跟我說的，上帝會給妳異夢，可是那個異夢我不懂，...

我打給她(另一個能解夢的女士)跟她說，她就跟我說○○姐(I 的名字)，妳看到那

個水是乾淨的，我說對，因為我有特別去看那個水，我跟她說因為我看過我知道，

因為那髒的水就是邪靈，乾淨的水就是聖靈的水，所以我特別注意那個水，而且我

那時候很擔心說，唉唷怎麼水流得滿地上都是 ho，等下阿媽會打我，我要去找水龍

頭，看那個水真的很乾淨，真的很乾淨，流的我們家地上都是這樣子。

阿她就跟我說，○○姐(I 的名字)....神的救恩臨到妳家，祂要拯救妳家，嘿，

我說那個木炭是什麼？她說那個木炭，那個木炭是神要把妳家的那個房子燒掉，嘿，

我說、我說難怪，我猜說難怪喔，我說後來我為我家族在繼續禱告的時候，我一直

看到我那個房子是被燒掉的，阿我那時候想說是不是因為我很多的怨神，很多的受

傷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希望那個房子燒掉，嘿這樣，她說不是，她說，神為妳預備

那個木炭，ho 救恩臨到妳家，祂也會預備木炭，木炭在救恩時代就是獻祭要用的。

嘿，她說妳剛好整個燒過是重新來過...她說那個異夢是好的，為妳的家族是好的。
38」

在 I的例子中，恩賜者點出夢中兩項對 I有正面意義的象徵，一項是水，另

一項是木炭。訪談中 I表示她已經了解水的象徵，因此能在一邊作夢時一邊觀察

水的類型，乾淨的水是聖靈，髒的水是邪靈39。木炭則象徵即將產生火的燃燒，

服事者以木炭的性質以及預告的說法「木炭是神要....神為妳預備...」表示。所以

夢境意象的產生只是開始，因此 I禱告的時候她繼續看到家裡的房子被燒掉，意

象由夢境的意象繼續轉到意念中，她在意念中保留意象並且發展，直到服事者的

確定解答，才使意象的發展告終。

I 的例子說明意象的意義也可以透過其他意象的加疊得到多層次的結果。數

38 同註 26。其中借用「嘿」因為發音接近因此當作台語語助詞 Hen。
39無獨有偶地，其他文獻的田野也對夢境內容的解讀有相似的原型。譬如對夢境中的水，林清盛
觀察到阿美族的太巴塱部落中，「太巴塱人相信夢到乾淨的水洗澡，病會好，反之夢見髒水或髒
東西則病情加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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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神學院神學研究所道學碩士畢業論文，1998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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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象加總的情況，在張文娜女士服事的例子當中，她協助某婦女從許多意象當

中彙整岀統整的答案：

「我曾經服事一個姊妹，完了之後我就是讓她開始領受，我就要她把領受都告

訴我，看見什麼我就把她記下來，看見什麼我就把她記下來。『我看到我孩子了…被

仇敵擄掠了耶…是一個孩子被仇敵擄掠了』一樣一樣記下來之後，她以為是她的孩

子真的被仇敵擄掠了。然後全部都講完了，我就問她祢知不知道神已經在對妳說話?

她『不知道耶』，她以為一直都是字面上的解釋，我就把她的畫面全部串聯起來，每

一個畫面，她領受好幾個畫面，五六個、六七個畫面，串聯起來以後，她還是不知

道，那個孩子被擄掠的，是跟前面那個有關。就是說她開始，神要她看，要藉著一

個母親的愛、充滿愛的母親，那事實上神在跟她講，妳要用那個母親的愛來愛妳的

丈夫，來對待妳的丈夫，然後再來她要她看見她的一個兒子被擄掠了，那神跟她講，

妳的丈夫現在軟弱到像跟妳的兒子一樣.....這個丈夫就像妳親愛的兒子被擄掠

了，那妳現在不能用丈夫的角色來看他了，要那個媽媽愛兒子的角色來看待他。...

神要開始啟示他要轉換對待她丈夫的心態。...不是我幫她看意象，不是我告訴她我

看見什麼意象，是神要跟妳說什麼...是神跟她說話，我只是協助幫她.... 40」

在張文娜女士過去被醫治的經驗、B 以及 I 的例子當中，她們雖然看到意象，

卻需要倚賴恩賜領袖的解讀，否則容易像婦女 I產生不完全的解讀；所以被服事

者本身雖能觀看意象卻成為解讀的音盲。服事者雖然意在協助被服事者解釋她自

身生產的意象，但意象啟示一揭曉，原本多義、浮動的意象不僅被定型，意象的

意義成為被服事者實踐信仰教義或生活的動力。當被服事者逐漸了解意象的普遍

解釋，例如夢境之水的普遍解釋時，被服事者就逐漸能擔當自發意象的解釋者，

就像張女士最後能成為解釋意象的服事者。

除了信徒能看見與私人相關的意象之外，有些意象則與公共相關。以公共的

意象為例，它經常在集體的聚會中產生，那時意象就成為公共的表徵；有些意象

是能力的展現，在信仰的用語上稱為「恩膏」，它能夠進一步被運用和分享。在

頌泉課程當中Donna 在帶領群眾領受天父的愛時，先詢問大家是否被上帝的愛觸

摸，一些信徒舉手；接著邀請其中一位舉手的姊妹 E起來形容天父的愛，E描述

天父的愛像火一樣十分溫暖。

「D：(以下 Donna 的敘述採用翻譯現場敘述)妳感覺它環繞在妳身邊嗎？

40 同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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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點頭)

D：所以不單是妳的想像力而已。

E：(點頭)......

D：這個很好，因為我們摸著一些東西了...有多少人看見火...(翻譯指出有

人舉手)...妳有看見她身上有火嗎，到這裡來...你也有看見，請來到這

裡。我自己沒有看見，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有什麼不同嗎？如果你走到

地方的 7-eleven，然後你就跟那個人說 E 著火了，他們可能會覺得你需

要精神醫治，因為她看起來並沒有著火啊，但她是著火啦。所以我們有

屬靈的這種洞察感官，能夠看見神在做的....(向其中一位男士說)你看

得見，在哪裡？

M1：eyes。

D：愛的火在她的眼睛...(向另一位女士)妳也看見了嗎？在哪裡？..在她全

身嗎？所以他(指 M1)現在也摸著那個恩膏了....所以這就是在靈裡面的

連結，我們受召就是要在靈裡面存活，靈裡面運行、作為...問題是大部

分的時間我們和悟性(mind)的層面緊連在一起，所以就錯過了靈性的層

面。

(接著經過 E 的同意下 M1 把手放在她的眼睛上)

D：(向 M1)你可以感覺到她在領受嗎？...當我們彼此連結的時候，事實上我

們在釋放，這個就是香氣(fragrance)。」

這些有共同意象的祈禱者具備同樣的恩膏，也就是同樣的能力，表示這些祈

禱者能在靈裡面連結。Donna 以「香氣」比喻能力的釋放，接著她繼續邀請想要

領受這樣愛的能力的人上前。她們用手貼著手的方式來傳達意象中的能力41。I

當場感受火的意象，據她陳述她感受到的火是：

「我今天在意象中看到是，整團火是像那個森林大火在燒，是整個像森林大火

在燒，那已經不是紅色的火，是黃色的，黃色的火。......(所以妳把手舉起來的時

候)...對對對在我前面像森林大火，聖靈的火在燒，而且燒到不是紅色是黃色的。

嘿這次我跟我帶來的姊妹是我一起禱告的同工...跟她講..講....我剛怎麼，她就跟

我說，對黃色就是榮耀就是神的榮耀。... 42」

火的意象經常出現在公眾聚會當中。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劉師丈，他受邀為

41 截自 11 月 9 日頌泉課程片段【天父的愛】。
42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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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聚會禱告時領受火的意象：

「我看到一把火把，那個火把一直在燃燒，可是沒有人去拿，所以我覺得應該

是教會牧者要不斷的呼籲年輕人，你們要去獻身，要拿著火把去為神點火，到處去

宣講神的福音.... 我今天、昨天晚上講一個重點，因為我們的神是烈火，神就是火，

我所以告訴他們說，要到神的面前來求那個火，跟一般的那個又不一樣，一般的說，

你到前面來講員為你禱告，讓你得醫治，讓你得到什麼，可是我告訴你們，你們是

要來求神的火，不是你到前面來我為你禱告。43」

在這兩個以火為意象的例子裡，Donna 的例子當中火代表愛，劉師丈的例子

當中火代表使命，雖然二者代表的意涵不同，但共同都顯出可傳遞的特徵。所以

當意象只存在私人用途時，它只是預言或是揭開對自我深度的認知，但是在公眾

的領域，意象卻被用來傳遞能力並建立彼此的共識，大家同時相信火代表的意

涵。而意象所帶來的視覺和觸覺感受，不論是單純的看見或是同時能夠感受火的

熱度，這些感受都成為客體身體理解世界的媒介。意象的理解成為普遍的模式

(form of generality)，並且在確定的傾向中發展行為與建立習慣44。

2. 記憶醫治

內在醫治當中，服事者經常透過協談方式讓被服事者回憶過去與傷害相關的

場景，然後予以轉化，像是從電腦的資料庫裡將檔案叫出來然後更改儲存，以更

改後的資料重新儲存以蓋掉原本的記憶。Cordas 認為記憶醫治就是將痛苦和疾病

中自記憶中解除，或是藉著儀式產生作用，移除受苦並積極地創造神聖自我。

記憶有兩個重要的特質，首先它是代表自我的重要記號。記憶也讓他人成為

我的一部分，除了記憶當中的他人之外，任何在儀式當中，譬如祈禱當中產生的

記憶，還包含另一個他者即神聖他者。在治療中，雖然被治療者的回憶不見得正

確，但神聖感縮小客觀事實和情感經驗的差距，讓信徒最後能以較溫暖而正向的

回憶取代舊有的；所以對個人有重要價值的回憶，並不需要以正確度來驗證。

其次，內在醫治回憶的方式造成自我的仿冒品(pastiche)，記憶的客觀事實並

沒有改變，但是內在醫治卻使主觀記憶進入模稜兩可的地帶，在想像的邊緣

43 〈20050926 劉師丈訪談〉。
44 同註 30，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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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l margin)，當事人希望改變的某個片段先變得模稜兩可，然後再外加內

容45，此時外加的內容就成為另一種解釋的來源。在 R 的例子中，她提到自己曾

經因為結紮時，麻醉師調侃當時裸體的她而感到受傷，但是後來卻在醫治時得到

一個不同的回憶：

「我生完就自己去結紮，然後、然後….奇怪就是他手術結紮的時候，全身脫

光光的然後躺在手術台，然後那個麻醉師就是…..然後說一句話說『喔這個很肥嫩

(台)』，是說很肥嫩的(台)，真的非常的難過，這一部分是處理過。那這種羞辱、羞

辱的部分是處理過。然後我昨天早上在那邊醫治禱告的時候，作醫治禱告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身上蓋著布....46」

意象改變造成 R 感知的改變，尤其呈現與心理相關的感知，它減輕 R 對此

事件的羞辱感，在舊的記憶裡面她是赤著身體，但新的記憶裡卻是蓋上了布，使

得她不必面對麻醉師的調侃。當 R 訴說這段回憶時，她呈現的記憶同時也是記

憶轉化後的紀念，紀念神聖他者進入回憶的時刻；因為她祈禱聖靈同在因此得到

新的回憶。

在回憶當中，被服事者在服事者的引領中建立與上帝的關係，這層關係如同

與父母的關係。從客體關係理論來看，內在客體關係(internal object relation)表示

最早期的關係就是父母，內在醫治當中的內在客體也就是想像的意象，在意象當

中個人與意象當中上帝的關係，很可能是父母關係的類化。在祈禱中神不是完全

客體，而是內在的轉化客體，這個客體融合所有個人感知的全能經驗，使人在醫

治中藉由與神的互動得到成熟的關係。在內在醫治當中有許多和轉化的客體互動

的例子，Csordas 陳述在記憶治療中達到與上帝親密的五個狀態：(1)想像他者的

存在；(2)和他者對話；(3)製造和他者的共處感；(4)想像神肉身的樣子；( 5)肉體

的想像，譬如想像自己成為耶穌的新娘等47。

R 接受協談與醫治之時，服事者用祈禱語言引導她進入與上帝的親密感當

中，在這個例子當中有與他者的對話以及共處的親密感：

「文：主耶穌祢愛來澆灌她，充滿她......一直充滿，要湧流出來，完完全全，

充滿又湧流到她的生命。謝謝主耶穌，我要完全的浸泡在祢愛裡面，裡裡外外，完

45 同註 30，頁 109-119。
46 同註 17。
47 同註 30，頁 15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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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浸泡在祢愛裡面，完全的愛裡面要卸了懼怕，卸了擔憂，而且要定睛在主耶穌，

因為主耶穌祢的膀臂在環繞她褓抱她，讓她在愛裡面能夠享受完全的安全，在祢完

全的愛裡面，她就會得到完全的安全....」

以 R 的例子而言，在「褓抱」的想像中，以及在「裡外皆充滿愛」的啟示

意象狀態下，藉著禱詞的描述，使 R 想像在接觸中產生的親密感，也在親密的

接觸下模糊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對立。對服事者來說擁抱的意象經常用來幫助被服

事者體會觸碰的親密感，它也成為提醒的記號，使被服事者回憶被治癒時，意象

是如何改變48，並提供治療時想像的親密感。另一個與心理感知就是得到愛的安

全感，譬如張牧師提供的例子：

「我們就跟他談，當你覺得很失敗的時候，耶穌在什麼地方？後來他自己的領

受是，耶穌非常愛他，不因為他好不好才愛他，我問他說，『耶穌有沒有覺得你使他

蒙羞』，他禱告說『沒有』，他禱告的時候看見鮮血一直滴，滴在地上，我就問他，『那

是誰的血』他說『耶穌』，我就說那是耶穌為了人的錯誤所流的血，...就會產生一

個問題，他過去所作的是對還是錯，為什麼他所作的不會使耶穌蒙羞，後來聖靈一

個意念進來，『因為你的過犯都在他身上』...」49

這個例子可看出在記憶治療當中意象發揮的啟示性功能。意象原本獨立於回

憶，不過在回憶當中出現的意象，必須與回憶相關。回憶當中的意象與在公眾場

合時產生的意象或是夢中的意象不同，記憶治療中的意象，主要是用來對回憶作

出正面的解讀。另一個兒時曾經被父親體罰的女性神職人員 Q 接受內在醫治時，

也經歷記憶的轉變：

「當神要進入醫治的部分。處理我受傷的部分，對我來說那可能是二十年前的

事情，但是拿出來的時候那是現在... 我經歷這個內在醫治的之前，我的狀況是，

我絕不告訴人這些記憶。因為我覺得那是丟臉的.... 但是當我得醫治的時候，對我

覺得我可以講出來，而且我不會有那樣的感覺，我也不會覺得很丟臉，我覺得那就

是我生命的一個過程，我可以去接納它，我覺得那個差別非常的大，然後我記得在

禱告我爸爸打我的那個景象....後來我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耶穌擋在中間(Q 笑)。

是耶穌被我爸爸打，不是我被他打，是耶穌把我包起來，我爸爸打的是祂不是我，

對....而且是很真實....50」

48 同註 30，頁 148。
49 〈20050402 張牧師訪問〉。
50 〈20050926 金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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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 Q 感覺到意象的改變是轉化傷害事件，Q 和 R 的例子相似，她們回

憶改變之處都在當時造成心理傷害的片刻，改變的意象通常也只在單一的客觀事

件作為解釋。另外，Q 接受記憶治療以後，經過改變的記憶從過去的時間軸中跳

開，變成「現在」。Q 所指的現在，表示重新合成的記憶不只是記憶，更是她受

醫治的提醒記號，彷彿在她重述的過程當中，又真實的經歷受到醫治的記憶。

第四節 知識言語和先知言語

知識言語是服事者在被服事者未告知前即已知道他的情形，有時候在知識性

言語的運用下，即使尚未進入協談的過程中，服事者就能預先知道被服事者想要

求助醫治的事項。或是被服事者還沒想到，由服事者提醒當事者需要醫治的事

項。這類知識言語多出現在一對一的內在醫治當中，有時候服事者會將知識性言

語融入協談當中。

先知性言語則是俗稱的預言，表示對未來的預測。本田野的預言以第三人稱

出現，但有時候預言會以第一人稱出現，不論預言如何呈現，服事者都不是預言

的真正發話者，而只是傳遞預言的媒介者。預言會出現在公眾場合，或是一對一

的祈禱。它以一般的語言陳述或是意象呈現，預言有時發生在個人自發的意象當

中，如上一節提及的，是被服事者自發的意象，大多數的預言是指服事者為了傳

遞某種訊息給被服事者所產生的意象。預言的內容方面，Csordas 所觀察的內容

中，很少用來指對未來的預測，而是規勸、鼓勵、歸信、糾正、指引或啟示等等
51，但在本研究的田野觀察中除了上述特徵之外，預言者的確也有對未來的預

測。另外，知識言語和先知言語都是在意識清楚的狀態下表達。

1. 知識言語

頌泉小組時間時，張文娜女士請所有學員以知識言語互相祈禱，通常為對方

祈禱需要向對方詢問祈禱事項，但以知識言語互相祈禱時，不需要先向對方詢問

他的狀態，而是直接在祈禱當中說出對方需要協助或者對未來的希望。學員祈禱

實作完畢之後，張女士向所有學員解釋，知識言語需要融入協談的技巧中；藉由

51 Csordas Thomas. Language, Charisma and Creativity : The Ritual Life of a Religious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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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的技巧，確認服事者所感應的內容是否正確，如果感應到對方的某個時期似

乎發生重要的事情，便可以詢問被服事者某時期是否發生什麼事：

「文：對一個服事者來講，我為她做這個禱告，同時我為自己禱告說，聖靈祢

要來我意念的部分掌權，那帶領我去領受祢的意念，祢要給我的方向、祢要引導的

方向。然後就，妳就以這樣子的意念，妳在靈裡頭就是聖靈連結帶著妳去看見，也

許問題出在哪裡，從那一個部分去發問。....妳就可以用發問的方式來印證妳的感

覺。....

也許妳說國中好了，但是我一個感覺好像可能還更早，那..那妳說是國中，我

就會詢問妳說那國中是什麼樣的狀況？妳曾經遇到類似的狀況是怎麼樣？講完之

後，我開始查驗，是不是還有別的狀況。也許我覺得好像是國小，那我就問妳說，

那妳再回想一下在這更早之前，還有沒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那我用詢問的方

式，帶著妳回想，若是妳都不覺得，那我就不會強迫妳說還有更早，.... 妳開始處

理她自己不認為有的，那發現聖靈就開始帶領，會帶出前面的東西來了…

那個當事者不知道的。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些談話，談話是因為要讓當事者引

導她，而且是讓當事者自己講出來，不是我們去幫她講，.... 我們會用一些時間讓

對方、引導對方這樣，一方面幫助我們印證我們啟示到的東西、領受的意念，二方

面呢，讓對方知道是她自己提出來的...讓她自己講出來，那會更實在。52」

在使用一對一的知識言語時，服事者需要「查驗」和「印證」，因此以上述

例子而言，「查驗」是指一對一內在醫治時，服事者時常保持與聖靈溝通的暢通

狀態，以至於可以繼續感應接受更多被服事者的資訊。「印證」則是在感應之後，

和被服事者實際的記憶對照，看是否與服事者過去的記憶有出入；有時候服事者

在協談之前，直接以知識言語判斷狀態或驅趕邪靈，若被服事者表示沒有邪靈入

侵的症狀，服事者仍需要以被服事者的記憶為基準，並且繼續詢問其他的可能

性。譬如張牧師在一次內在醫治聚會中，就發生了知識言語誤判的情形：

「當天在做祖先咒詛驅趕的時候，一位年近四十的女性 P 突然在眾人安靜的當

下嚎啕大哭，未經詢問與協談，張牧師立即替她做醫治及驅趕。一開始他先切斷祖

先咒詛的問題和祭拜偶像，等 P 哭泣稍止，張牧師要她與在場的參與者分享驅趕時

的感受，P 回答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自認應該沒有祖先詛咒這方面的問題；張

牧師繼續對 P 作邪靈的驅趕，驅趕不信和懷疑的靈，驅趕完畢要 P跟參與者分享心

得，P 回答自己在受洗之後並沒有不信的狀況，後來 P 自發說出自己哭泣是因為想

52 〈20051116 頌泉小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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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公過世之前沒有善盡照顧的責任，張牧師則對 P 所陳述自己對公公的自責繼續

協談和醫治。

後來，張牧師在後次堂課程當中向大家坦承自己替 P 祈禱時的錯誤，他之所以

祈禱的方向錯誤，可能因為驅趕時是以自己的感覺為準而非聖靈的提醒。53」

即使產生誤判，醫治的神聖感並不會消失，被服事者不會減少對服事者的信

任，服事者只需要略過該次的錯誤，傳遞訊息者的錯誤並不等於全然他者的錯

誤。知識言語是由服事者與向全然他者的感應，產生關於自我的闡述，當中神聖

言說的權威性被最大化，而代言人—服事者的位置則最小化54，在本研究田野的

預言語言中，可看到三個人稱位置的變化，你(被服事者)、我(服事者)以及神(全

然他者)，服事者在傳遞訊息的時候，仍然意識到我(服事者)與神(全然他者)的差

異。

2. 先知言語

先知言語所預測的內容，有時候充滿隱晦的啟示和比喻。在劉師丈一對一祈

禱的例子當中，替女性 F 的啟示性禱詞如下，他以「我看到」轉化「我」與神的

距離，順利傳達他的感應：

「主耶穌求祢的聖靈充滿在她裡面，祢的靈進入她的裡面，然後我看到在妳的

心裡面，我看到主一直在說，祂愛妳，祂一直在說我愛妳，非常強調這句話就是祂

愛妳。祂使妳在世上的日子裡面，妳更能夠靠著耶穌而活，妳都能夠靠著神的智慧，

使妳在走、在行著在走的道路裡面，神都在妳的身上，祂一直牽著妳的手走，因為

祂知道妳的心、妳的膽量很小，妳很怕錯誤，妳很怕失敗。....55」

除了單純的敘說，有時先知性言語也會引用聖經經節作為神聖的啟示。這些

啟示帶著解釋的多樣性，因為除了聖經本文的意思，還加上服事者的解釋；一方

面指現況，另一方面也隱約指引未來的景況：

「我看到主用雅歌書第八章第六節，祂把祂的愛烙印在妳心中裡面，祂使妳的

心裡面有神的旌旗，就像詩篇六十篇第四節一樣，祂把真理的旌旗烙印插在妳的心

53 〈20060617 大安教會內在醫治紀錄〉。
54 同註 51，頁 205。
55 〈20050801 劉師丈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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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所以妳將來能夠到處裡面，能夠為神的真理張揚起來.... 56」

上述幾段的先知性預言內容都屬於鼓勵性質，上一段則特指對信仰的委身。

但是先知性言語除了加強對方的自我肯定，或經常鼓勵參與宗教的委身，有時也

具體涉及與被服事者相關的事務或是身體狀況。譬如分別為 F 以及 G 的禱告當

中提及具體的事項：

「然後再來看到在妳的心中裡面，就是常會想到兩個人，然後妳就會常為這兩

個人禱告，那看到主說妳為這兩個人禱告的時候，就不用煩惱，因為妳在為他們禱

告的時候，神祢就為他們得到自由。主耶穌與你同在。阿看到聖靈也進入到你的骨

頭裡面，祂醫治你的骨頭，酸痛的地方，祂都保守你常常使骨頭得到醫治.... 57」

「看到妳跟媽媽的心的連結很深，看到主像愛媽媽的心在妳的心裡面，可是不

要受媽媽的情緒影響，阿看到主要更多的與妳同在，也跟媽媽同在....58」

兩位女性都感覺到在祈禱時彷彿有愛與關懷，也都感到預言內容的確貼近自

身狀況。其中具體指涉的祈禱目標，以 F 為例是兩個人以及骨頭，前者劉師丈雖

然沒有明說是哪兩個人，對 F 而言剛好她心中惦記著父母，F 認為應該就是他所

指的那「兩個人」，因此劉師丈的禱詞符合她的心境。對 G 則是與母親的關係，

G 陳述了她與母親的確是關係很好，並提到母親近期內的情緒不好，的確有可能

如劉師丈所言兩者情緒會互相影響。如 F 與 G 的例子，他替人禱告時，所說先

知及知識言語的內容順序是先鼓勵，說出與信仰委身的方向，最後才是具體指涉

的項目，加上判斷與建議。

再引述兩名受預言禱告的女性 J、K 的例子。F、G 是私下一對一祈禱，J、

K 則是在講員授課服事的公開場合，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師丈「點名」站起來為她

們禱告。首先是為 J 的祈禱：

「奉耶穌的名，我把祂的使命帶到妳面前，主你知道她渴慕你的愛，主你知道

她深深渴慕你的同在...她常常跪在你的面前禱告，她常常是流淚的禱告，主我看到

她禱告的前面，常常是很多的名單在她的前面，她一個一個在那邊的禱告，她的禱

告神你都聽見，就當她最近在為病人禱告的時候，或是為腫瘤的人禱告的時候，主

56 同上註。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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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你都聽見她的禱告，求你將她的禱告來運行成就，使那個腫瘤得醫治...59」

師丈為 J 祈禱完之後，我上前詢問 J 是否師丈說的對，她答她是醫院的護士，

她的確在為腫瘤的病人祈禱，而這點她並沒有跟師丈說，因此師丈本身應該不知

道這件事，他對此資訊的獲得應該是源自其他更高的力量，因此她相信這段話的

確是上帝對她說的。

不過無論是知識或是先知性的言語，仍可能涉及對方需要悔改的罪行。對劉

師丈而言，他覺得他的禱告是靠著聖靈，進入對方的心當中，把資訊讀出來；這

些資訊會以正面的鼓勵呈現。因此當他在公開聚會為信徒禱告並預言時，即使沒

有第三者在場，他所預言的內容，多半都是正面內容以及鼓勵，這源自於他的原

則：

「我在公開為他們禱告的時候，我就發現神的原則是不去傷害人的，當你公開

為那個人禱告的時候，神就很自然去避開那些傷害的，他敏感的問題，純粹說神對

他的安慰，聖靈對他的鼓勵，所以我覺得神很有技巧，他知道這個人要閃躲什麼問

題，神都會把它閃掉，神不會公開點出我們心裡的痛來。我覺得神都一直在保護我

們。我慢慢體會，慢慢聖靈那樣帶，我覺得神都很愛護我們的面子.... 60」

不過如果他受到啟示，而需要點出對方需要承認且悔改的罪，劉師丈還是會

很婉轉的說出來，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

「我就是說關於罪的問題點裡面的時候，你要跟他講，可是你要一講的時候，

你就要婉轉的跟他講，不能很明確的跟他講說你犯什麼罪。.... 我覺得在龍潭教會

裡面，我碰到一個吸毒的，那我就告訴他說，你是不是在吃一種藥，他說沒有啊，

我哪裡有吃藥？我說真的沒有吃藥嗎，你真的沒有在吃一種藥？後來他說有啦，我

有吃山藥，阿我就問他說山藥幹嘛，他說保....肝臟.....我說你這樣不是，你要來

找耶穌，讓耶穌使你的生命在耶穌裡面有平安，不是去吃那個藥，阿後來他也沒有

承認他想吃藥嘛...後來他旁邊的人就跟他講說，他剛剛吃藥被關出來啦....」

上述這些例子仍在內在醫治或者醫治的範圍內，然而服事者預言的感應卻不

僅限於醫治時刻，有時候任何信徒的疑難雜症也會求助服事者，譬如對於一些急

59 同註 50。
6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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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要解決的問題。師丈有時也能提供涉及精確數字或日期的預言：

「上個月也是別的教會的來，他的女兒失蹤二十幾天，阿來就禱告，一禱告的

時候，神就出現字出來，他說這個人七天之內就回來，而且是毫髮無傷的回來，我

就把它關掉不敢錄，我說這個太敏感，不敢錄，有寫下來，我有跟他講，有寫下來。

然後真的很奇妙，在第五天的當中，他們正好去住旅館，被警察突然去臨檢，臨檢

到，跟吸毒的在一起啦.... 61」

預言的展現不一定是即刻發生，有時候經過「代禱」的過程，並且需要過一

段時間才會呈現。一般信徒都可以邀請其他信徒代替他自身向上帝祈禱，以協助

特定事件順利實現，有時候則是解答某些疑惑，或是在事件的選擇作出適當的決

定。有些恩賜者在代禱當中接受神聖信息，能夠向信徒提供某事件的預測或是適

合的選擇。以張牧師為例，他為了檢驗自己是否做了違反教義的事，便在「該不

該拿錢」當中游移，最後由張文娜女士身上得到神的答覆，因此決定拒絕該筆款

項：

「後來我就從以色列打電話給我妹妹，請她來為我禱告，那她為我禱告後，第

二天就打電話給我，講了一些事情，但都不是我要的，我說你要問神一件事情，她

說什麼，我說妳不用問，神知道，我說上帝知道不用問，祂會告訴妳，我需要什麼，

她說好，禱告完了，她給我一些話，都達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就想問祂，這個錢

該不該拿，講完了，她說，但是最後還有一句話，她看不懂什麼意思，她就問神說，

她在意象裡面看見一句話，她說這句話什麼意思，她問上帝，上帝跟她講說，妳不

用問妳三哥知道，她就把那句話記起來，把她描述出來給我，那個字是則符號，她

就把他記下來，用電話描述給我聽...... ，希伯來文，是一句希伯來文，那句希伯

來文的意思就是，那是他的錢，我在想第三人稱不是神就是撒旦，我比較抱著說那

是上帝的錢，神給我一個意念進來，祂說，你妹妹沒有跟你說話耶，是我直接跟你

說話，我忽然間就明白了... 62」

預言的服事者如果預測準確，在信徒間也會形成口碑，準確度影響預言服事

者的地位消長。另外，通常預言不會被服事者記下來，劉師丈以及張牧師皆表示

他們替這麼多人禱告，並不會記得禱詞，而且也不能經過思考或是受到第一印象

的干擾，而他們所提供的案例是因為有機會與當事人確認禱詞靈驗，而記下的個

61 同上註。
62 〈20050730 張思聰牧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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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從服事者的訪談中，可知對代言人(我)來說預言是對著被服事者(你)產生的，

不能參雜對該對象的感覺或是第一印象，即使有此可能，而必須不經思考，倚靠

一種特殊的感應說出預言。

預言的產生不受到任何限制，也不在特殊的儀式中產生。預言的使用原則發

生在兩種對反的狀態下，順服以及查驗，相信和合理的懷疑底下。一方面倚賴預

言的信徒需要臣服預言的內容，不論預言以慈愛或威嚴地口吻發出，都帶著聽者

必須接受的態勢。但另一方面信徒也需要和現況配合，以理性檢驗它是否合情

理。不過對過去的記憶或罪的狀態，可以由自己的記憶去查驗是否為真，但對於

未來即將發生的事，在言說階級最上層的預言恩賜者，容易使信徒無可抗拒地相

信這個可能的未來，只要這些預言具備一定的合理邏輯。

第五節 靈的新生

除了靈的驅趕或切斷，圖像記憶治療或是預言之外，還有一個也與身體體現

相關的表現，它是透過生產本身，或與生產相關的狀態呈現，它同時能表現在一

對一的內在醫治以及公眾的祈禱場合。以公開的祈禱為例，在頌泉課程開始之

前，小組長為課程以及場地祈禱之時，一名小組員 S 發出類似生產的哀叫聲，

Donna 要求所有女性小組長聚集在她身邊祈禱，她在祈禱中提到 S 生產的是神

聖，經過痛苦而得到的新生。所以由 S 生產得到的啟示是活動中將有許多人即將

在痛苦後得到新生63，生產的身體實踐直接代表新生的意涵。

另一個與生產相關的情形發生在一對一的內在醫治，被服事者經歷母腹期的

醫治之時。通常需要作母腹期的被服事者，是在自己還在母親懷胎的階段受到各

種情緒或傷害，或是母親對胎兒的性別不認同，在懷孕時傳遞給胎兒；因此在母

腹期受傷的信徒，是指當事者在母親體內時受到各種否定。一位接受禱告山廖雅

各牧師作母腹期醫治的女性神職人員 Q，描述她在接受禱告時突然退化成嬰兒的

狀態：

「後來突然我就蹲下去，我就發現我整個人就突然在地面我就開始旋，有點像

在母親子宮那個樣子(問：收起來?)，對收起來的樣子，然後就突然很想哭，妳相信

嗎。我哭出來的聲音是嬰兒，我的意識非常清楚..... 然後妳可以問我老公，真的

63 〈20051107 頌泉田野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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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哭生完全是 baby 的，我不可能，而且事實上很小心的，哇哇哇....而且那個絕

對不是演戲那個，不是演戲裝出來的，那就完全是一個 baby 的哭聲。... 後來廖牧

師也問我幾個問題，是媽媽懷孕的時候想要妳，還是要把妳墮胎的那種..... 64」

服事者發現被服事者的狀況，判斷可能是母腹期的傷害，經過確認之後，Q

再一次接受醫治，在廖牧師「接生」的協助下，重新自己「生產」了自己一次。

她描述生產的過程雖然沒有痛覺，「可是會叫」：

「很奇怪那時候我就躺下來，沒有真的痛可是會叫，然後牧師就感覺到在我裡

面要有一個新的生命要，不是恩娃(形容嬰兒哭聲的狀聲詞)啊，而是在我屬靈裡面。

好像那個都是過去了就這樣，我會有一個新生出來，所以、然後就是，我記得他為

我禱告的時候他就是，他有做一個好像說，我快要突破了，有點像婦人生小孩那樣

子，會叫這樣子。然後牧師就說出來了，一個 baby，就是靈裡面的，然後而且他就

把他放在我的胸口這樣子...(問：像接生的過程?)，對對對，很特別 ho。然後我就，

他就跟我說，然後牧師就這樣子，好像那又是我，那個寶寶，有很多的意思，然後

好像我裡面有一個新的生命，然後又有一個部分是說。好像他在告訴我說，因為我

可以不用、我也不太想叫了，他就跟我說，平安，神的平安臨到妳... 65」

Q 對於第二次自己將自己生產出來的實踐有兩種解釋，首先是她得到了新生

命，因此她對於生出來並且可懷抱的東西，認為「好像那又是我」；其次是「平

安」，平安經由生產的過程由抽象概念變成可經由想像碰觸的物體。

另一個例子是張文娜女士在頌泉接受的母腹期醫治，她也經歷重新生產的階

段，不過卻是更早的階段，是精子與卵相遇的時刻。在醫治的過程當中她需要自

己操作精子與卵相遇的過程，她一手握拳當作卵，另一手伸指當作精子，在服事

者的引導下，必須要自行操作讓這兩者相遇：

「文：精子和卵要接觸的那一刻，我喊停，我說不可以這樣，他說為什麼，我

說不對這一切都不對，因為我媽媽一直被我爸爸虐待，那時候我一個意

念覺得雖然她是我母親，但我覺得我媽是被他強暴，那種被迫的感覺，

我不要，我拒絕，我說我不要生出來，太痛苦了，這一生要經歷太多痛

苦，就在那跟他討論，我這樣講，直接跟我對話的是老師，但當我進入

64 同註 50。
6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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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狀況，感覺上好像在跟自己對話，在那討論我。結果他說，我有

使命，若是我不願意被生出來，使命就沒辦法成就了，所以他希望我考

慮，所以我就說好，老師就看我手這樣在撥(訪問現場張文娜女士一手握

拳，一手伸指)，他說妳現在在幹麻，我說我都好了，上帝叫我自己把精

子推進去，我覺得那是最難的一刻，他們看那些動作都不知道我在幹麻，

所以他們要我講，我就撥很慢，所以在快要進去的時候，最後一撥進去

我就哭了，砰的一聲。

問：妳就進入一個黑暗當中？

文：對，然後我一直意識覺得我媽不要我，想要把我拿掉，所以後來這樣卵

一進去之後，再來都還是黑黑的，然後我就開始震動，老師說妳怎麼了，

我說整個子宮被震動，所以整個受精卵都在震動，他說怎麼回事，那我

就知道了，是我爸在踢我媽媽，這個過後就看見一道光...他說光在哪

邊，從上面照下來，照在哪裡，照在中央，他說現在呢，光整個擴散，

就裡面都充滿了光。66」

在精子與卵相遇之後，張文娜女士形容她參與了自己的生命發展。她描述自

己的生命發展中有神聖的參與，是在生命最早開始的剎那；在描述生命生成的過

程，她以一種歡喜的詩意呈現自己和神聖他者相互「看到」，雙方相視而笑。神

聖他者並在張文娜女士的意象中充滿她的胚胎：

「再來他(服事者)問現在呢？我說我整個充滿祂的光，祂在裡面，然後再來我

說，我今天終於看見了，我整個胚胎，整個嬰兒皮裡面都是祂耶，祂就在我裡面，

那個光不只在外面，也在嬰兒裡面。再來我就說，我看到祂對我笑，因為祂看著我

就看到祂自己了，原來我裡面都是祂，所以祂看到我裡面都是祂，就是看到祂自己，

所以我很高興，因為我裡面就都是祂了。祂看到我就像看到祂自己。那個部分我好

高興喔，原來是這樣，現在我裡面都是祂了....67」

在 Q 的例子當中，自我經由生產過程一分為二，象徵由一元到二元，最後

又在自我了解新生自我意義的整合底下為一元，產生對自我新的意義。Q 在生產

的過程將自我分裂為二的過程，是身體無意識地自發地產生；張文娜女士是藉由

看見自己胚胎生成的過程，體驗自我一分為二的感覺；不過置身精子與卵的手勢

當中，最後將二元(精子與卵)結合為一位時，卻需要岀於自由意志將精子「推入」

66 〈20050801 張文娜女士訪談紀錄〉。
6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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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當中。另外，張女士整合主述的自己以及陳述中的胚胎「兩個自己」的階段時，

是以看見的方式經驗；Q 卻是以身體觸覺的懷抱感和新生的自己接觸。她們在神

聖的體現中都以身體知覺重新誕生，實現新的自己。

與神聖相遇的真實必須要藉著身體的經驗發生。內在醫治的每一個身體經驗

不只與舒適和痛苦相關，也和舒適和痛苦背後代表的教義相關；身體經驗的醫治

的心理創傷不只是挪去了事件帶給當事人精神上的不適，也彰顯了宗教意義，使

身體平安舒適的臨現代表聖靈同在，而身體痛苦則仍有需要處理的罪，或者受到

邪靈的侵擾。靈世界是宗教意義展現的場所，因此不論是驅逐或邀請，身體成為

讓靈進出的空間，信徒在身體上經驗靈的真實性。另外在這些過程當中，信徒必

須相當倚賴恩賜者的卡里斯瑪能力，包括對意象的解釋，以及恩賜者的知識言語

和預言。

因此在下一章當中將分析本研究所觀察到內在醫治的重要現象，包括個人在

內在醫治當中身體經驗和神聖感的形成，造成身分階層的恩賜現象和醫治之間的

關係，以及恩賜者在儀式語言使用時的各種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