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張逸萍錯誤指控的文章: 吶喊(原始狂叫)不是拉法(醫治)

葛琳卡博士

文中張逸萍指控香港拉法基金會的吶喊是原始狂叫，不是醫治基於以下四點:
1. 據 J 姐妹認為 F 姐妹在葛琳卡博士的心理輔導九年沒有絲毫好轉！
2. S &W 夫婦被勉強吶喊
3. 聖經的「吶喊」都是「戰士們在戰爭中吶喊」
4. 吶喊就是「宣洩」的一種
1. F 姐妹的個人治療歷程是她的私隱，這裏裡不方便透露，J 姐妹作為她的朋友，如
果是真的關注朋友的話，J 姐妹應將她的關注告訴 F 姐妹，而不是將 F 姐妹的私人輔
導保密的內容告訴 F 姐妹不認識的張博士。如果 J 姐妹與 F 姐妹溝通的話，F 姐妹會
告訴 J 姐妹，她看到自己這九年的進步和成長，所以 F 姐妹認為治療是有效果的！這
亦正是為甚麼 F 姐妹繼續成為拉法的義工，作為「拉法的大使」，到處推廣拉法的事
工！ 對 J 姐妹來説，她不能認同為何她認為無效的治療：看到 F 姐妹歇斯底里地大
聲喊叫著，甚至不適，但對 F 姐妹反而是有效！這都是一般沒有專業心理治療培訓的
人，不容易明白的治療歷程，所以可能只看表面的症狀就作出評論。當然作為受助者
的 F 姐妹本人是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幫助，不然也不會繼續治療！
其實這位 J 姊妹的名字是 Janus，可能她的過去有過不愉快的治療經驗，又或者對 CP
(臨床心理學家)可能感到不滿，就在 Facebook 開了一個名為“Notseecp”的 Blog（4/
2016）。一方面在不理解拉法醫治的模式下，加上對她的 F 朋友 Vivian 的治療一知半
解，就作出主觀斷定治療無效的判斷，寫下很多對拉法醫治負面的文章在她的
Facebook 內，也可能是她透過電郵廣傳張逸萍及 Jance 誤導的文章給香港各教會 1以
及拉法在海外服侍的教會。相信她是借 Vivian 醫治的經歷成為她對 CP (Clinical
Psychologist) 及拉法的攻擊。其實感到奇怪的是，她認識了 Vivian 一段時間，難度沒
有發現 Vivian 以前如何難於表達自己，甚至令人難以明白，但現在她表達能力高了很
多，有顯著的進步和突破？（這是很多曾經與 Vivian 一起上課的拉法學員可以見證
的。）
Janus 在 Facebook 對拉法及葛琳卡的批評，其中有很多錯誤的解讀2，可惜 Janus 從未
向拉法瞭解事實的真相，只公開批評指控拉法，這種行為，並非合乎聖經教導，傷害
神的事工，令人心痛，更可惜的是她帶著這份對 CP、對拉法的憎恨在去年癌症離世
了，遺憾再沒有機會向她澄清事實的真相！
2. S &W 夫婦的確是參加了首次在三藩市舉辦的退修營，吶喊佔整個退修營中的一個
小部分，每晚大概一個多小時。而其他大概十小時的活動包括：敬拜、聚會、分享、
及小組討論。因應個人的喜好和性格，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吶喊，所以絕對不會勉
強，只是鼓勵新的參加者作出嘗試，給他們一個經驗，在日後生活上遇到痛苦或困
擾，連表達都無力的時候，，適當地吶喊都可以幫助他們頓時減輕痛苦或困擾，非常
有效，很多學員都很受惠！

張博士和有些人會對吶喊有錯誤的理解，以為要狂叫、尖叫，叫得要越痛苦越強勁才
有效。其實不然，只要針對當時身體情緒上的需要，順著去表達，那怕是微聲與輕
聲，一様有效。大部分人自己個人練習吶喊是不抗拒的，奇怪的是在小組練習時，則
會怕別人的吶喊聲。有可能人在成長時，可能家裡遇到衝突或者吵架，都會感到害怕
和不安，因此一群人的吶喊聲觸動過去吵架不安的感受，而導致抗拒吶喊。如果參加
者可以堅持停留一下接觸吶喊那份抗拒不安的感覺， 慢慢地吶喊出來就可以克服，間
接醫治潛藏過去吵架不安的感受，更可以日後在人群中吶喊也不成問題！
至于，S & W 夫婦在拉法營會上第一個晚上，夫婦們抗拒而壓抑面對嘈吵聲音而帶來
不安的情緒反應，不願意認真嘗試吶喊，也不表達真正的困難，令組長未能幫助他們
真正體會吶喊的功能。而組長一直鼓勵他們嘗試，從來沒有勉強，他們有足夠自由的
選擇。不然他們也不會繼續參加營會的活動。
但接著第二天晚上 S & W 夫婦只表示他們疲倦了，也覺得沒有什麼需要喊叫，認為組
長勉強他們留下來。其實組長沒有勉強他們，只是鼓勵，並且特別安排一個小組讓他
們安全地學習，輕輕地吶喊，慢慢的熱身，讓組員們安全地體驗吶喊，當組員練習吶
喊的初階後，組長會請各位組員分享他們的情緒及身體反應的進程。其實 S &W 不是
對吶喊有意見，只是在分享過程中，一位姐妹使用詩篇的話安慰 S，令她暴跳如雷，
就認為對方不尊敬地胡裏胡亂引用聖經以及完全不被了解。當時她並沒有真實地表達
她對姊妹的不滿，組長在不知情之下未能當場及時幫助她！事後也沒有向組長或退修
營的負責人直接表達，也不與姐妹澄清自己可能對別人的誤解，而夫婦二人當晚在都
沒有掌握到吶喊的技巧前已回房休息。
遺憾的是 S &W 夫婦對拉法退修營並沒有直接向我們反映意見，只向不認識拉法的第
三者投訴，更難過的是張博士作為他們的神學院老師，並沒有鼓勵他們直接表達，好
譲彼此可以溝通瞭解，澄清不滿的誤解。 張博士不但沒有鼓勵直接對話，更在未瞭解
清楚事實前就公開㧗評拉法，相信這種做法，不只不合乎聖經的教導，並且以身作則
教導自己的學生這種背後公開論斷是沒有問題。如果 S & W 夫婦不敢直接與拉法對
話，作為老師的張博士也可以挺身而出直接聯絡我們！
拉法深信：醫治必須歸回上帝及聖經的教導。因此參加拉法的課程或退修營的朋友，
如果在小組及導師面前隱藏而不坦誠分享，那麽就增加了醫治的難度。 S & W 夫婦就
正是這樣，他們旣盼望得醫治，卻又保留地不表逹內心的疑惑或不滿，不然他們在退
修營裏就可以經歷到神醫治他們的不安和不被了解的傷害。也正是在退修營中為何其
他參加者都能經歷到神的醫治帶著感恩滿載而歸。神願意醫治每一個人，問題是我們
必須開放自己的內心，坦誠對人、己及神，就必得醫治！希望 S & W 夫婦可以藉此退
修營的經驗，可以學習聖經教導，與鄰舍說實話，就會經歷上帝的醫治和幫助！(弗
4:25 )
3. 聖經的「吶喊」都是「戰士們在戰爭中吶喊」
拉法的吶喊與「原始狂叫治療法」（Primal Scream Therapy）不相等。

張博士認為：聖經沒有一節經文講的「吶喊」是為了「發洩童年創傷帶來的痛苦或憤
怒」。可能張博士因為聖經中提到「吶喊」的經文，多数是圍繞面臨戰爭，所以定義
「吶喊」都是「戰士們在戰爭中吶喊 」，其實也盡不是如此，聖經中提到「吶喊」
也包括以下的經文：
(1) 揚聲、歡呼、吶喊：
「曠野和其中的城邑、並基達人居住的村莊、都當揚聲．西拉的居民當歡呼、在山頂
上吶喊 。」賽 42:13
(2) 哀聲、愁苦、羞愧、吶喊
「願那人像耶和華所傾覆而不後悔的城邑．願他早晨聽見哀聲、晌午聽見吶喊。因
他在我未出胎的時候不殺我、使我母親成了我的墳墓、胎就時常重大。 我為何出
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耶 20:16-18
(3) 被奪去、無人踹酒歡呼、吶喊
「肥田和摩押地的歡喜快樂、都被奪去、我使酒醡的酒絕流、無人踹酒歡呼．那歡
呼卻變為仇敵的吶喊 。」耶 48:33
(4) 吼叫、吶喊
「所以你要向他們預言這一切的話攻擊他們說，耶和華必從高天吼叫、從聖所發
聲、向自己的羊群大聲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吶喊 、像踹葡萄的一樣 」耶
25:30
如果「吶喊」只是指「戰士們在戰爭中吶喊」，這個理解就過於狹窄。人之所以吶
喊是因為面臨心理或外在巨大的威脅，除了戰爭時面對生命危險之外，也可以包
括：歡呼、哀聲、愁苦、羞愧、被奪去、無人踹酒歡、痛苦、吼叫或心理上極大的
震憾。以上各様複雜的情緒不一定單指戰爭，也可包括生活上某程度的困難或傷
害。這種痛苦感受也不只局限現今而困難，也可指過去的受傷而帶來現在的遺
憾，也可指因過去而引發對將來的憂慮。雖然聖經並沒有說是「為了發洩童年創傷
帶來的痛苦或憤怒」，但卻不能就將人的情緒反應從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完全分割，
就如耶 20:16-18 所分享的。
聖經中的「呼喊」與「吶喊」相似，其功能可以舒援及釋放情緒、包括：被神的慈愛
感動、向神表達心聲、哀號呼喊、誇勝的聲音、甚至哭笑難分，自己也未能分辨那一
刻複雜的情緒，都可以透過吶喊、呼喊去表逹內心各様的情緒。
(1) 向神傾心吐意
「夜間，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在主面前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
餓發昏；你要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哀 2:19
(2) 神的慈愛感動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讚
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 、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 。」拉 3:11
(3) 哭笑難分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 、聲音聽到遠
處。」拉 3:13
(4) 拍掌、用誇勝的聲音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喊 。」詩 47:1
(5) 發出重要訉號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寬闊處發聲」箴 1:20
(6) 哀號呼喊
「耶和華如此說、有水從北方發起、成為漲溢的河、要漲過遍地和其中所有的、並
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內的居民都必哀號。」耶 47:2
張博士評論：「吶喊主要針對怒氣」，「於是兵丁們義憤填胸，向前猛衝。所以，

吶喊並沒有消除他們的憤怒，只有增加！」
張博士完全誤解， 「吶喊」是幫助消除兵丁們的恐懼感，增強他們因恐懼而隱藏
背後的義憤動力，就是這種動力令他們可以勇往直前，大發熱心，剛強壯膽！。所
以吶喊或呼喊不一定針對怒氣，更可以幫助消除負面的情緒，增加適應性的情
緒，更有能力剛強壯膽依靠神！
張博士又認為「吶喊」是「基督教心理治療名義下的集體咒罵」父母。其實，正確的
說法應該是：依靠上帝的能力向神釋放潛在的負面情緒，以至可以寬恕及愛身邊的
人，包括我們的父母。拉法從沒有教導人去咒駡任何人，何況是自己的父母；最重要
是學習與身邊的人真誠溝通 ，減少誤解！這也是拉法表達篇課程的教導！相信張
博士對情緒的理論及治療缺乏專業的培訓，比較難理解情緒的吶喊如何令人的生
命可以更加轉向及依靠神！
4. 吶喊就是「宣洩」的一種
張博士不理解吶喊，於是歸類為宣洩：「既然吶喊是尖叫，不過是『宣洩』的一種」
張博士引用：「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滿城都

轟動起來……聚集的人，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甚
麼聚集。」（徒十九 28-32） 「這些人有沒有因為吶喊完了，心情就平靜了，於是沒
有再堅持釘耶穌十字架？或者沒有迫害保羅？ 」
縱觀人類的歷史，宣洩被認為具有強烈的治療效果，並應用於醫學，宗教，文化治療
儀式，文學和戲劇。宣洩的概念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現代心理學。但是為何宣洩的治
療效果在現今科學證據仍存在爭議？原因是由於缺乏細緻的定義和什麼構成宣洩而產
生混亂 。3「單單發洩憤怒」的研究顕示不能自動減少憤怒，反而增加了侵略性行為的
傾向。真正的宣洩是一個複雜性的過程：必須在安全和被專業的支持的環境中進行，
配合治療的元素，其中的經歷包括: 接觸被隱藏被壓抑的情緒創傷，適當地釋放被隱藏
情緒，以及需要洞察和認知處理對被釋放及被隱藏的情緒 ，並且找到過去經歷的意
義。4 5 Yalom 也有類似的結論：情感開放的表逹是治療的一部份過程，必須包涵其他
的元素。6 7 8宣洩技術的有效性必須要在一個安全與治療師建立信任的環境下發生，治
9
療過程必須先建立面對及處理情緒的能力！

因此張博士所引用的使徒行傳十九 28-32，和她在「宣洩治療」中所提及的一些無效的
例子都不是真正的宣洩 10，而是「單單發洩憤怒」的例子，所以引用無效！Kellermann
指出一個典型的真正宣洩會帶來新的改變：(1) 情感的釋放 (包括生理上：心血管、呼
吸、肌肉骨骼、胃腸道和心理上：記憶、想像力、感知、溝通、判斷) (2) 無意識中釋
放新的認知或想法 (3) 無意識的動作釋放內在的張力，令人不再停滯在那個負面的情
況狀態，可以向前邁進！ 11 因此，單單發洩憤怒或狂叫是不會帶來治療效果。
最後，澄清吶喊並不等於宣洩。從聖經的角度吶喊是有一個對象，也可以說是人面向
神一種毫無保留真實的表達，需要在安全的環境下，不是單單發洩情緒，大叫大喊，
而是讓隱藏內心真實的情緒流露出來，同時也接收上帝對你的回應及提醒，進入與神
溝通更深的層次。
在拉法的網頁上有不同國家的學員表達吶喊對他們親身經歷的幫助，但張博士認為不
可靠：「中國人都非常有禮貌，很『客氣』的；況且你若不客氣，拉法也不會把你的
話放在網站上為『見證』。」這只是張博士個人的推論，拉法以開放的態度，只要學
員容許，他們的分享都會放上網，也歡迎張博士親臨拉法的退修營，親眼聆聽學員的
見證分享，瞭解事實的真相。因為拉法會鼓勵弟兄姊妹學習遵守聖經教導，坦誠對
人、己及神，拉法的學員會覺得在拉法這個群體可以不用假「客氣」地真實表達自
己！
結論
張博士卻選擇相信 K 弟兄對拉法吶喊的說法，兩位都是聽聞吶喊，而從來未親眼親身
經歷，以聯想的方式，認為吶喊與靈恩派教、異端東方閃電、或一些新紀元的退修會
某些有類似的表現，然後張博士就結論： 「相信這樣的吶喊是令人狂亂到一個地步，
頭腦也丟掉了，於是讓邪靈容易入侵。」12 這種學術研究的手法，以聯想的方式，未
有分辨事情真相之前，對真正的宣洩的涵意完全不清晰，就妄下結論：吶喊「是讓邪
靈容易入侵」。最後張博士更籠統地概論：「總而言之，『格式塔治療』『原始狂叫
治療』『情緒焦點治療法』『心理劇』『空櫈』都是一脈相承、同一個鼻孔通氣
的。」13似乎張博士未能承認自己對心理學存有極大的偏見，更未能作出客觀的評
估，缺乏全面仔細的硏究分析14，不適合妄下論斷其他機構的事奉「是讓邪靈容易入
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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