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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教會的發展及宗教市場分析 

    按照基督教教義，教會為基督的身體、聖靈的寶殿，並不拘泥於特定的形式，

凡是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由選定的聖職人員指導，爲著敬拜主而組成且屬

靈的團體都可以稱作教會。1在宗教自由的國家中，基督徒也可以自由選擇宗教

活動的場合與形式，既允許在公開的教堂中集會，也可以選擇在信徒各自家中或

其他場所聚會，家庭形式的教會與國家間不必然導向緊張關係。然而在中國大

陸，家庭教會的存在卻有著截然不同的政教意義。中國的家庭教會通常意指那些

並未參與三自會也未向政府登記，而另行在家中聚會的基督教團體，這也意味著

脫離三自會和黨國的掌控，乃至隱含了對中共宗教統戰的反抗。2威權主義的性

格使中共對這個在其掌控外的力量始終充滿憂慮，擔心家庭教會可能成為反對中

共政權的勢力，或造成社會不穩定，因此家庭教會受打壓的新聞時有耳聞。 

    在充滿不友善的氣氛中，家庭教會的成長卻相當亮眼，不少統計數字甚至顯

示其信徒遠超過三自教會信徒，家庭教會顯然已構成中國基督教版圖中重要的一

塊，與基督教的發展緊密相連，了解家庭教會成為研究中國基督教發展中一個無

可迴避的嚴肅課題。今日許多家庭教會看待三自教會仍如「漢賊不兩立」，而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本章首先回顧家庭教會的成因和歷史，釐清家庭教會與中

                                                 
1 使徒保羅在聖經以弗所書四章 11-16 節中對教會的組成作出說明：「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爲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立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衆人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識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量；使我們不再作小孩子，

中了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切異教之風搖動，飄來飄去，就隨從各樣的異端；唯用愛心

說誠實話，凡事長進，連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聯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便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立自己。」 
2 是否向政府登記，是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之間的分界和判別，而政府要求登記的壓力是所有中

國家庭教會皆必須面對的問題，向政府登記後形同加入三自體系，在傳道、聚會活動和神學上必

須受政府和三自會的限制，這是家庭教會所不願見到的。依九四年發布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

法」，所有的宗教活動場所皆應向政府登記，該條文中雖未明列登記者必須加入三自的條文，然

而其中第二條規定設立宗教場所必須有「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各宗教規定的人

員」，而各地方則針對這點訂立法規，要求合法的宗教教職人員必須有愛國宗教團體的核可，如

「上海市宗教事務條例」中第十六條規定：「宗教教職人員的身分由市級有關宗教團體按照期規

定程序認定，報市宗教事務部門備案。」如此一來，家庭教會向政府登記必須要有兩會核可的教

職人員，無異於加入三自體系。見「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載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

全國宗教行政法規規章匯編（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年）；「上海市宗教事務條例」，載國

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行政法規規章匯編（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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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及三自會之間的糾葛。其次檢視當前家庭教會的處境，以及與政府和三自會

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以宗教市場的分析途徑，結合尋租理論，以探討三自教會

與家庭教會各自成長的動力。 

 

第一節  走在死蔭的幽谷：家庭教會的源起 

家庭教會在中共建政前便已存在，許多信徒由於經濟上的限制，因此未蓋禮

拜堂，改採信徒家中聚會的形式，此外聚會處、真耶穌教會等教派則正式採取家

庭聚會點的組織形式進行活動。3然而在中共掌控基督教的過程中，家庭教會由

於活動隱蔽，使中共及三自會難以掌握，欲除之而後快。此後，家庭教會便與公

開的三自教會相對，成為信徒躲避黨國控制的方式，家庭教會一詞遂帶上了特殊

的政教意涵。本節所處理的，便是這層意義下的家庭教會誕生的背景。 

家庭教會產生的背景與三自會的發展有千絲萬縷的關係。基督教革新領袖因

應社會主義新中國所發起的「三自革新運動」，在一九五四年三自會正式成立時

開花結果。前章已有述及，三自會未嘗不是教界領袖為基督教尋求出路下的結

晶，然而在新中國全能主義政治的籠罩下，三自會迅速淪為列寧式黨國體系中協

助管理教界與宣達政策的「傳輸帶」，某種程度上來看，說三自會是中共的工具

亦不為過。三自會以愛國愛教為訴求也是這種政教互動下的結果，在黨國眼裡，

「愛教」中的自治、自養、自傳切斷了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的聯繫，消除教會作

為反華勢力可能工具的心頭之患，然而僅止於此仍猶不足，教會還得更進一步積

極擁護中共政權，以及支持中共改造中國的革命事業，就黨國而言，這是「愛國」

的本意。因此是否加入三自體系，便成為是否支持、服從黨國的判準。 

    三自會高舉「政治正確」的反帝愛國旗幟，在教界卻得到不一的回應。首先

                                                 
3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台北：中國與福音，1997 年），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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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上，當時的中國教會大都或多或少與西方差會有著程度不等的聯繫，

緊密者在組織、人事和神學等各方面皆完全由西方差會掌管，即便部分與差會關

係疏遠的本土教派，也不時接受來自海外的資助，或是與西方教會交往。三自要

求斷除與西方的關係，短時間內實現教會自立，無疑是強許多教會所難。同時，

這些教會對於西方差會和教士是帝國主義馬前卒的指控往往也不以為然，一九五

○年時吳耀宗起草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力的途徑」，當中關於反帝

的內容受部分基督教協進會領袖反對與攻詰，便反應了將西方差會與帝國主義連

結在教界所引起的爭議。 

在「愛國」方面，由於事涉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因此引起的爭議較反帝又更

為強烈。「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4，基督徒傳統上對政治保持政教分離

的態度，認定上帝的國「不屬這世界」5，因此要求基督徒積極支持並參與政治

運動時，對許多基督徒的思想造成衝擊可想一斑。而當國家由一個信奉馬列主

義、以宗教消亡為職志的政黨所統治時，是否應該愛，又該如何愛這個黨這個國，

更不是一個可以輕鬆回答的問題。對此，不同的教派基於各自的神學思考，對此

作出不同的回應：持守「自由派」神學的教會領袖認為福音不限於教會之內，中

共所領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亦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因此他們不但擁抱社會主義革

命，並且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動三自運動；「基要派」領袖則對三自運動不以為然，

他們抨擊三自領導為「不信派」，為敵基督的政權效力，並歪曲聖經真理為帝國

主義毒素，因此「信」與這些「不信」應保持距離，以免遭到不信者的同化，對

三自運動則應該完全拒斥，為了保持教會的聖潔，只願順從神而非順從人；6此

外尚有為數不少的基督教領袖，以宗教應超然於政治之上的理由反對參與三自運

動。 

                                                 
4 原文為「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見聖經，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18-22
節。 
5 聖經，約翰福音，十八章 36節。 
6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載梁家麟編，五十年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

神學院，1996 年），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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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自運動的歧異立場，源自於基督教界不同派別的神學思考，乃是各自基

於自己對信仰的認知所作出的回應，然而在中共全能主義政治下，顯然容不下這

類思辯的空間。對於黨國來說，一個排斥改造、拒絕劃清與帝國主義間界線的基

督教，不但將是社會主義革命大業的阻礙，更可能成為西方敵對勢力用以分化中

國的橋頭堡，毛澤東便曾發出警語吹響改造的號角：「帝國主義在我國設立的教

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力，⋯⋯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

這些敵人作鬥爭。」7因此教會內部的神學爭論並非其所關心者，是否參與三自、

擁護政府才是真正的重點。隨著政治運動開展，處理這些異議份子也就成為刻不

容緩的事。 

    五○年六月韓戰爆發，中國陷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略陰影中，教會與西方的

關係在反美浪潮中成為焦點，三自革新運動迅速加溫沸騰。在三自籌委會的領導

下，在教界內陸續展開了簽名、遊行、捐獻、愛國教育、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等

各種活動，同時在鎮反、三反、五反等群眾運動中廣為採用的「控訴」方式，也

被運用至三自運動，以揭發潛藏在教會裡面的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8由於政

府的大力支持和施壓，控訴運動如火如荼的推行至各地，僅在一九五一年，全國

一百三十三個城市便舉行了較大規模的控訴會二百二十八次，其中最大規模的聚

會人數上達一萬二千人。9在控訴會中，各控訴者找出同工或教會的各種「罪行」

予以聲討，同時對自己作出深切檢討，以「純潔」教會。至五三年時，控訴運動

大致完成，而當教會廣泛且深入的進行控訴和學習之後，經三自籌委會核可，便

成立三自分會，經此一役，全國各教會漸次納入三自體系中，教會與西方差會的

聯繫也全數切斷。 

    在基本斷除了教會與西方的關係後，接下來除了持續進行思想學習運動以肅

清帝國主義的餘毒外，培養教牧和信徒的愛國意識，以及鞏固三自會在教界內的

                                                 
7 毛澤東，「不要四面出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77 年），頁 22。 
8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37。 
9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頁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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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地位，便成為下一個階段任務中的重頭戲。當時仍有部分本土教會或自由傳

道人，由於素與西方差會無太深的瓜葛，早已實現「三自」，所以拒絕參與三自

運動，甚至指責三自會為與敵基督政權合作的「不信派」，因此運動的矛頭迅速

指向指向了這些本土教會。一九五五年，自由傳道人王明道遭鎖定進行整肅。王

並無差會背景，因此向來拒絕參加三自運動，又本著「基要派」神學立場，為文

批判三自會，發表了「真理呢？毒素呢？」、「我們是為了信仰！」等著名文章，

影響甚廣。三自會在屢次拉攏王明道不果後，五五年八月公安局將其逮捕，其後

全國各地教會隨即進行批判王明道的運動，肅清教界內的「反革命分子」。五七

年的「反右」運動前短暫的「大鳴大放」，則誘使不少教界領袖批評中共宗教政

策和三自運動，這些領袖後來皆被打為右派，遭到無情的鬥爭。 

五○年代中國基督教所面臨是前所未有的變局，三自會為達成反帝和愛國兩

項目標在教界內所發動的控訴運動，對習慣不論斷他人和不「絆倒」人的基督徒

而言，不但陌生，且異常困難。這些運動沿用中共群眾運動經驗，透過宣傳教育

以及栽培積極份子，逐步將運動推向高潮。在鬥爭的過程中，必須對敵我進行劃

分區隔，以使群眾有清楚的對象可供旗幟鮮明的批判。儘管「團結─批評─團結」

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的方針，然而當教會的「錯誤」與「罪行」上綱為敵我矛

盾時，這個原則便不再適用，何況狂熱激情的批判過後，團結更顯得是一個遙不

可及的目標了。 

這些運動雖鞏固了三自會在教界的地位，然而卻割裂了教會，使中國基督教

離團結的目標漸行漸遠。許多堅守信仰而受到鬥爭傷害，或是不願參與控訴，對

三自運動「政教合一」感到反感的教牧與信徒，紛紛離開三自教會，私下組織或

參與原先就存在的家庭聚會。三自運動如同一把利刃將教界二分，一邊是擁護黨

國，支持反帝愛國清肅「反動分子」的三自教會，另一邊則是信守「政教分離」

原則，或是曾受政治運動逼害而對三自運動深惡痛絕的家庭教會。作區分原本就

是群眾運動的基本手法，然而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二分，卻一直存續到階級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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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早已遠離的今日，成為中國基督教的基本格局，對基督教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

響。 

    五○年代初的控訴運動只是家庭教會發展的開始而非結束，五○年代末以降

邁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宗教空間屢受壓縮，官方所允可的三自教會亦活動困

難，不但講道內容受到嚴格檢查，且活動倍受限制，教牧人員被迫參與勞動生產，

教會之間則裁併縮減，種種打壓使得大量信徒流向秘密的家庭教會。文革時期，

三自教會運作全面停擺，然而中共對宗教的壓迫無異為淵驅魚，基督教不但沒有

消失，反而在家庭教會的保存下延續香火。中共對於家庭教會的打擊亦嚴厲異

常，一但查獲，成員往往被處以徒刑和勞動改造等罪責，但大批基督徒被遣送至

農村或邊疆勞動改造，卻反而使福音在勞改營和邊疆撒下種子。10在無數苦難與

考驗中，家庭教會迎來了改革開放的八○年代。 

 

第二節  八○年代後家庭教會的處境與發展 

    今天中國的家庭教會發展蓬勃，其中充滿各種教派和團體，匯成一幅五顏六

色的圖景，然而從某個角度看來，特別是在黨國的眼中，家庭教會也是相當混亂

的。在這幅斑爛炫目的圖畫中梳理家庭教會的處境與發展，是本節的主旨。下文

將尋家庭教會與黨國和三自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教會當前的發展這兩條脈

絡，廓清家庭教會的概貌。 

 

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的家庭教會 

新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不但使三自會得以恢復，也提供家庭教會稍微

                                                 
10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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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活動空間。一九八二年發佈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

點和基本政策」中，對於基督徒的家庭聚會有如後說明：「關於基督徒在家裡聚

會，舉行宗教活動，原則上不應允許，但也不要硬性制止，而應經過愛國宗教人

員進行工作，說服信教群眾，另作適當安排。」11當中對家庭聚會原則上不允許

而執行上卻不制止，看似自相矛盾，其實是為了避免重蹈文革時期極左路線破壞

團結信徒群眾，因此家庭教會由過去嚴厲打壓，轉為採取較為溫和的態度，盡量

避免直接衝突，交由三自會進行統戰和團結信徒的工作。 

    改革開放後的三自會不再是一個單純以改造教會政治面貌為職志的「傳輸

帶」，統戰教界的任務，以及國家社會關係變遷中社會多元力量的抬頭，使三自

會成為一個兼顧黨國和教界利益的統合主義組織。在這種背景下，三自會較過去

一味推動教會的改造運動，顯得更願意維護和傾聽教會的聲音。恢復後的三自

會，面對的是殘破不堪的三自教會，和飽經壓迫卻逐漸成長的家庭教會，如何在

這個基礎上發展基督教，是三自會的課題。顯然的，為了團結信徒做好統戰工作，

三自會不應再延續過去區隔教界、對異己批判控訴的作法，以免再次加深分裂。

而家庭教會的產生多是過去政治鬥爭和執行錯誤「左」的路線的結果，三自會應

理解家庭教會特殊的背景，以寬容對待，而非一意打壓。尤其文革的狂風暴雨時

三自教會全面停擺，許多教牧與信徒流至家庭教會中，基督教也是在家庭教會秘

密的活動形式中才得以保留一線發展的生機，因此三自會應該作的，是積極爭取

教牧與信徒回歸或加入三自會，而不是再度摧殘基督教的命脈，即便家庭教會有

所疑慮不願加入，三自會也應耐心以待。 

本著這種體認，丁光訓說明了三自會對家庭教會的態度： 

「現在開放的教堂很少，絕大多數教徒在家裡聚會。我們三自會的任務是團

結全國的基督徒，不能把參加家庭聚會的教徒列入另冊。說他們不合法，我作為

                                                 
11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載中央黨校民族宗教理論室編，

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宣傳手冊（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年），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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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會的領袖之一，說不出口來，解釋憲法不能說在堂內有信仰自由，在家庭裡

沒有信仰自由。我們不能只在少數人中搞三自運動，應該把上百萬的教徒團結起

來。」12 

此外，三自會也呼籲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基督徒，都應該「同具一個心

願，⋯⋯用愛心相互寬容，用和平彼此聯絡，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共同走愛國愛教的道路。」13為了爭取家庭教會，三自會邀請以前反對三自會和

坐過牢的傳道人在公開教會講道，並且給予工資和配房，為其平反。14當政府宗

教幹部過當的取締家庭教會時，丁光訓也在人大和政協會議中為家庭教會發言，

要求政府不應不加區隔地取締並無違法犯罪的家庭教會，取締的對象應應針對那

些反黨反社會主義、配合海外反華勢力或是批著宗教外衣犯罪的團體。丁認為「取

締風」只是驅使家庭教會漸形遠離三自會，轉入地下，削弱三自會團結家庭教會

的努力。15無庸置疑的，丁等三自會領導的對家庭教會的屈意維護含有統戰的意

涵在內，最後的目的仍是中國教會合一，然而三自會這種態度也為家庭教會提供

更大的活動和發展空間。 

    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與三自會領導對家庭教會的友好示意，使家庭教會

乍看將得以合法自由的發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對象是有

區隔的，在保障正常宗教活動的同時，「堅決打擊一切在宗教外衣掩蓋下的違法

犯罪活動，以及各種不屬於宗教範圍的、危害國家利益和人民生命財產的迷信活

動。」16何者為正常宗教活動何者不是，由中共與愛國宗教團體判定。這條「但

書」為中共留下周旋的空間。八二年開始對「呼喊派」的鎮壓說明了這種「宗教

                                                 
12 人民日報，1980 年 9月 9日。轉引自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317。 
13 「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決議」，論三自與教會建設（上海：中國基督教兩會，2000 年），

頁 32。 
14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328。 
15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662-663；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
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年），頁 102-103。 
16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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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限度，「呼喊派」為早期「基督徒聚會處」的延續，一九四九年「聚會

處」領袖李常受在中共間建政後遠赴海外，七○年代時李的教導流傳回國內，因

活動中注重呼求主名，故被稱為「呼喊派」，發展甚速。因為「呼喊派」發展快

速，引人側目，加上此派堅持反對三自愛國運動，因此成為開鍘的對象。八二年

兩會開始指斥「呼喊派」為異端邪說，如反對「三位一體」，宣傳「一位三形」；

謬解基督身位，宣傳「基督是受造者」；污衊基督的肉體裡有撒但的性情住著；

鼓吹並推行「搗整個基督教的亂」等等。17三自會並號召全國愛國愛教的基督徒，

共同抵制。次年政府也開始對「呼喊派」鎮壓，指其為批著宗教外衣的反動組織，

是海外敵對勢力用以反革命的工具，所以展開「嚴打運動」加以取締，許多該派

傳道人與信徒紛紛遭逮捕。 

的確，一般教界公認「呼喊派」為較極端者，但在是否為異端這點上尚有討

論的餘地。18「呼喊派」遭致三自會和政府的鎮壓，與其說是神學教義上的差異

所導致，不如說是該派反對三自會的政治控制，加以發展過速，有從根本上顛覆

三自會和黨國的統治地位之虞，因此遭到三自會和政府的無情鎮壓。由這個例子

中可以看到政府和三自對於家庭教會存在的底線，在於其地位是否遭到威脅，換

言之，即對象是否強烈反對三自組織，以及對象規模大小。當然，這並非絕對的

標準，也有規模小的家庭教會遭打壓，尺度的拿捏，在於各地兩會和政府宗教幹

部手中。但無疑的，規模龐大、反對三自組織或教義偏頗等具有政治意義的家庭

教會，幾乎難逃政府和兩會的打壓。 

    相對的，規模相對較小、對三自會沒有強烈憎惡情緒、在教義與行為上並無

過大偏差的家庭教會，則成為三自會拉攏和協助的對象。許多地方的兩會會邀請

家庭教會聚會，會中除了爭取家庭教會向政府登記、加入三自體系外，也協助他

                                                 
17 見「《堅決抵制李常受的異端邪說》簡介」，天風，1983 年第 4期，頁 13。 
18 艾樺，「大陸教會發展現象之我見」，中國與福音，第 21、22期（1997 年 11月-1998 年 2月），
頁 37。關於基督教中「極端」與「異端」的分辨，可參見李錦綸，「評析極端、異端、異教與邪

教─從神學與教會歷史的角度判斷」，中國與福音，第 21、22期（1997 年 11月-1998 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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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解決各式問題，某地方三自領導向筆者表示，該會目前每個月定時與家庭教會

聚會，參加聚會的家庭教會有已登記的，也有未登記的，聚會人數可達一百多人，

而家庭教會「只要不受壞人利用，我們是支持的」。19此外目前三自教會有「以

堂帶點」的政策，即三自教會可以在外成立家庭聚會點，以方便年長或不便至教

堂的信徒聚會，有三自教牧考慮利用這種方式，爭取家庭教會登記於名下，協助

其轉為合法。20 

    除了家庭教會的政治意義外，影響家庭教會生存空間的還有政治氣氛的寬

嚴。九○年代初蘇聯和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倒台，基督教在「蘇東坡」中所起的推

波助瀾的作用使得中共警惕中國宗教的力量。九一年二月中共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若干問題的通知」（又稱「六號文件」），當中要

求政府依法對宗教事務進行管理，同時也要求一切宗教活動場所依法登記，「經

過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受法律保護，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行政領導下，由愛國

宗教團體和宗教教職人員按照民主管理的原則負責管理。」21此外，「堅決制止

自封傳道人的傳教佈道活動以及其他各種非法傳教活動，依法取締非法開辦的經

文學校和修院、神學院。」文件發布後，不少家庭教會迫於壓力加入兩會，同時

間內，許多家庭教會領袖遭逮捕、判刑，對與海外宗教組織有聯繫者的打擊尤其

嚴厲，一時風聲鶴唳。然而隨著九三年鄧小平南巡後，隨著人們再度將注意力投

向經濟發展，整體政治氣氛趨緩，家庭教會又獲得喘息的機會。如今「依法管理」

和要求宗教活動場所登記仍然是中共宗教政策的綱領，然而如前文所提，未登記

的家庭教會可以參與三自會的聚會，可見當前「堅決制止自封傳道人的傳教佈道

活動」並非宗教工作中所突出的重點。 

 

                                                 
19 三自會領導訪談，2003 年 10月，訪談編碼 014。 
20 三自教會教牧訪談，2003 年 8月，訪談編碼 003；三自教會教牧訪談，2003 年 10月，訪談編
碼 013。 
2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若干問題的通知」，載中央黨校民族宗教理論室

編，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宣傳手冊（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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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教會的發展與今日面貌 

家庭教會在文革晚期開始蓄積能量，部分地區的家庭教會開始建立有系統的

組織，甚至出現跨縣或跨地區的高層聯合組織。這些組織架構嚴謹，培訓工作、

佈道事工和文字出版等工作皆有計劃的進行，且活動隱蔽，因此改革開放後，家

庭教會立即利用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迅速發展。就今日大型跨地區的家庭教會而

言，二十餘年來的發展約可分為六個時期：22 

（一）後毛時期，家庭教會復出（1976-1979） 

    早在文革早期，家庭教會就已秘密存在，四人幫倒台後，政治氣氛略為寬鬆，

家庭教會開始活動。此時多為個人領導成立家庭教會，教會的領袖往往是平信徒。 

（二）家庭教會拓展跨縣遊行佈道，建立教會（1979-1982） 

    官方恢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三自會雖已復出，然而各地多仍在重建組

織，仍無暇顧及家庭教會，因此家庭教會發展快速，開始跨縣遊行佈道23。 

（三）家庭教會拓展跨省遊行佈道，建立教會（1982-1984） 

    隨著打擊「呼喊派」運動開展，許多家庭教會受到牽連，然而政府的打壓使

得家庭教會成員被迫逃亡，他們四散各省，後來分別在當地發展教會。 

（四）展開全國遊行佈道，建立培訓系統（1985-1989） 

    此時中共在趙紫陽的領導下，採取溫和的宗教政策，因此家庭教會發展極

快，且開始全國性的遊行佈道。此時家庭教會也開始建立全職傳道人的培訓系

統，開始進行有計劃的差傳。 

                                                 
22 趙天恩，「中國教會轉型的歷史進程（一九七九─二○○二）」，中國與福音季刊，第 1卷，第
4期（2001 年 10-12月），頁 10-15。 
23 遊行佈道的「遊行」一詞與本地習慣用語內涵不同，指的是家庭教會傳道人「旅行」各地，

進行跨區域的佈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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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識分子的興起，城市家庭教會的建立、校園團契和西北、西南邊疆佈道 

的展開（1989-1996） 

    六四之後對於官方意識型態的失望，使得大批知識份子轉而尋求宗教信仰，

因此新型態的城市教會和校園團契等興起。同時隨著家庭教會培訓體系的成熟，

也開始向偏遠省份差傳。 

（六）家庭教會鞏固已建教會轉向牧養（1996-） 

    由於異端的興起和政府對「邪教」打擊的升溫，家庭教會覺得有必要整頓和

鞏固已建立的教會，因此九六年後重點由拓荒佈道轉到教牧關懷。此時家庭教會

也將之前的培訓體系完善，建立一到四年不等的全職傳道人培訓中心，並且有教

會發展屬靈合一運動，不同系統的教會開始進行合作與連結。 

縱觀家庭教會改革開放後二十餘年來的發展，由早先個別信徒小規模的帶職

傳道，到今天大型教會已有完整的差傳系統大規模的培訓全職傳道人，教人刮目

相看。尤其教會透過培訓系統，源源不絕的為教會事工提供新血，使教會得以蓬

勃發展。以華中地區的某大型教會為例，教會在同工中發掘具備熱心與才幹者，

鼓勵他們接受三個月的事奉訓練，成為儲備幹部。此外部分同工則直接安排一年

的全職傳道人儲備訓練，待訓練完成後分發至地區教會擔任教導、牧養、管理等

工作，並有部分直接差派去進行拓荒傳道，而此種同工招募與訓練模式已普遍常

設化。24此外，另有教會採行「野地神學院」的模式，傳道人接受為期三個月的

「一級培訓」後，即外出開始佈道，工作兩年後，再回來接受以詳細研究聖經為

主的六個月「二級培訓」，畢業工作兩三年後，再回來接受有海外提供系統神學

教育的三個月「三級培訓」。25各家庭教會所採用的模式不一，然而佈道、培訓、

差傳的三結合為其共同特徵，透過此三者的不斷循環，從而保證了教會的成長。 

                                                 
24 程大鵬，「華中某大型家庭教會的發展歷程」，中國與福音季刊，第 1卷，第 4期（2001 年 10-12
月）。 
25 趙天恩，「中國教會轉型的歷史進程（一九七九─二○○二）」，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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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教會也紛紛建立起完善的組織，然而此處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許多家庭

教會早已開始組織化的嘗試，然而中國的家庭教會卻從未是一個完整的系統，不

但產生自不同的源頭，部分派別之間更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即便部分家庭教會

有意進行合一，也難以得到所有派別的共鳴，這種情況直到今日仍未改變。家庭

教會的成員也不僅僅是上數以華中、華南地區居多的大型教會，形形色色的家庭

教會分布在城市和農村，其間差異甚大，可以大致分為三類（可參見表 5-1）： 

（一）中共建政前已存在教會 

第一類是中共建政前便已存在的教會，這些教會又可分為西方差會與本土教

派。本土教派方面，一般以「基督徒聚會處」、「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三者

為代表，這三者的共同點為反建制和反階層化，與組織嚴謹的西方差會相比，這

些教派的地方教會各自獨立自治。此外，他們皆帶有「靈恩派」教會的特點，有

著出世的傾向，追求屬靈的經驗，且多持保守的神學，反對自由派神學。這些本

土教派的領袖，連同西方差會的許多本國籍領袖或傳道人，許多在中共建政後受

到迫害，或是如前述王明道受到逮捕判刑，或是因政治運動被迫離開教會，屢受

打擊。這些教牧部分轉入地下，主持家庭教會，許多在改革開放後發展迅速，例

如延續「聚會處」而來的「呼喊派」。最為排斥和批判三自會的通常也是這一類

家庭教會，他們經歷三自會「賣主賣友」的傷害，因此至今大多數仍與三自會老

死不相往來。 

（二）本土自發教會 

第二類家庭教會多為自發產生，其中又可再作區分：早期自發性家庭教會產

生的可上溯至七○年代初期，由於當時三自會停擺，因此這類自發性的家庭教會

沒有參與三自運動的經驗，他們的成因也與三自運動或舊的教派無關，多是一般

信徒或一般人有了基督教經驗後，自行設立，由平信徒擔任領袖和傳教。這一類

的家庭教會以靈恩派居多，重視信徒靈命的更新以及聚會時聖靈的運行，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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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以及傳播方式也帶有靈恩派的特點。26靈恩派相當注重信徒個人對聖靈的感

受，追求聖靈「充滿」，在此基礎上，靈恩派認為人人皆有同等的機會接觸上帝，

接受聖靈的感動。靈恩派這種「平等主義」27的特徵，使得平信徒憑藉個人受聖

靈感動和呼召的經驗，無須受過神學教育訓練或經過正式按立，便可以宣講福音

乃至擔任教會領袖，也因此教會領袖往往皆是自發產生且充滿傳教的熱情，這點

也使得家庭形式的靈恩派聚會或教會相當容易組成，且形式自由。職是之故，相

較於三自教會或傳統西方教會的階層式建制，靈恩派家庭教會是多元中心的

（polycephalous），彼此各自獨立，階層體系的管制較薄弱。28由於彰顯信徒個人

對聖靈的領受，靈恩派的信仰與活動皆蒙上一層濃厚的喀里斯瑪（charismatic）

色彩，神蹟顯現的報導絡繹不絕，此外，靈恩派領袖與信徒追求說方言、唱靈歌、

發預言、醫治等能力，而異能的展現也成為靈恩派基督教傳播一個重要的途徑。 

不難想像，靈恩派的教義、組織和傳播形式使其發展，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非常快速，然而由於其領袖多未受過正式的神學訓練，因此容易走向異端，如「靈

靈教」發起人華雪和自立為「耶穌第二」、「被立王」吳揚明自稱是由神膏立的「再

來的王」、「東方閃電」宣稱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為女性，而這位「女基督」現

在就在河南省等，皆是自發性靈恩派教會中著名的異端。29除了上述的早期誕

生、以農村居多的靈恩派家庭教會，九○年代後城市中興起另一種自發成立的家

庭教會，這類新型態的家庭教會以知識份子、專業人士以及由海外留學或工作歸

國的「海歸派」為主。他們大多對西方文化及基督教抱有好奇心與好感，在強烈

求知欲的驅使下開始對基督教的探求。由於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知識水平高，因

                                                 
26 這類家庭教會大多並非海外靈恩派差會所傳入而是本土自發產生，他們的起源可追溯至民初

本土教派對階層式西方差會的反動，這些本土教派倚藉西方靈恩派的經驗創立本土的教派，如「聚

會處」等，他們的思想和實踐的經驗也因此深植中國的土壤，也影響了今日自發性的靈恩派，然

而後者絕大多數已不清楚他們信仰傳統的起源。見 Deng Zhaoming, “Indigenous Chinese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s,” China Study Journal, Vol. 16, No. 3 (December 2001), pp. 5-6. 
27 Deng Zhaoming, “Indigenous Chinese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s,” pp. 5-6. 
28 Gotthard Oblau, “Pentecoastal by Default?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na Study Journal, Vol. 16, No. 3 (December 2001), p. 26. 
29 參見艾樺，「大陸教會發展現象之我見」，頁 36-37；林獻羔，「極端與異端」，http://www.ccea.org. 
tw/leader/china9.htm，2004 年 6月 5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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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獨立性和批判性也較強，求新求變，會思考福音與社會、文化的連結，也不願

拘泥於傳統的聚會方式，30當中不乏原先參與三自教會者，因不滿意三自教會的

餵養而脫離另行聚會。這類家庭教會與第一大類的信徒明顯不同，他們並非在三

自會的迫害下而離開，而是感到三自教會中講道或是活動的內容無法滿足他們的

需求，因此在接觸家庭教會後離開，或是另行結合志同道合者成立團契聚會，他

們當中許多也與海外教會有聯繫。 

（三）海外宣教團體協助成立 

第三類為海外宣教團體所組織成立的家庭教會，這些海外宣教團體有的是普

世教會機構，有的是單一教派，有的是個別傳道士。毛時代西方差會抱憾含淚離

開神州，然而數十年後的今天，海外宣教團體又捲土重來，重新回到中國傳講福

音。儘管中共在一九九四年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理規

定」中，針對外國人在中國進行活動，作出「不得在中國境內成立宗教組織、設

立宗教辦事機構、設立宗教活動場所或者開辦宗教院校，不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

教徒、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進行其他傳教活動」31的具體規定，然而海外宣教團

體仍以「企業」、「醫療隊」或是「語言教師」等身分進入中國，32以這些身份的

掩護迴避官方的禁令。有別於早期以歐美為主的來華傳教士，當前在中國的海外

宣教團體來源更為多元，其中又以歐美、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為主。 

這些海外宣教團體協助家庭教會的方式有多種，有些直接在中國成立分支教

會，或是在現有的家庭教會中尋覓適合對象，收納成為下屬的教會。也有的海外

宣教團體不直接與中國家庭教會建立階層關係，而是採取培訓家庭教會傳道人，

或是補助資源如書籍或資金等方式，不一而足。這些海外宣教團體有計劃的進行

                                                 
30 主揚，「中國城市教會的發展與需要」，中國與福音，第 33期（2004 年 4月），頁 2。 
31 按照該規定，外國人可在官方認可的宗教場所參加活動，進行學術交流，或是在中國宗教團

體的邀請下在宗教場所講經、講道等，但不得超出以上範圍，違者將遭政府勸阻制止，「構成違

反外國人出入境管理行為或者治安管理行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進行處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

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理規定」，載國家宗教事

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行政法規規章匯編（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年），頁 2-3。 
32 家庭教會信徒訪談，2003 年 9月，訪談編碼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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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一名筆者所接觸的海外教會牧師說明其教會在當地建立家庭教會的步

驟：傳福音的對象先以持外國護照的外商為主，再透過這些外商影響外資企業和

工廠的職工，待根基打好後，進一步建立教會，最後的目標則是前進內地。同時

這位傳道人也開始訓練當地教會的同工，培訓完畢後這些同工便開始出外傳福

音，等到這些同工在外建立基礎能夠獨立為教會後，再請海外的母會前來支援、

納入體系。為了不分散力量，該教會也與其他海外教會以「眾教會合一」的方式

集中力量宣教。33一位參與多間接受海外團體帶領的家庭教會的信徒則提到

「G-12」這種組織方式：一個牧師或傳道人下面有十二個同工，再由這些同工帶

領小組聚會，而牧師和同工之間則定期開會討論。34這些海外宣教團體所採取的

宣教方式靈活，能視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而調整，例如隨著當前中國城市化的

發展，他們也逐漸將重心由農村轉往城市。又或是如民工潮湧入都市，海外宣教

團體除了在民工聚集處宣講福音外，也試圖將農村教會和城市基督徒企業主作結

合：將農村信徒予以訓練組織，之後送往有夥伴合作關係的城市基督徒廠商中工

作、建立工廠教會，在提供企業主勞力來源之餘，信徒也得以在工廠中繼續維持

敬拜和團契生活，甚至宣揚福音。35 

由此演伸一個重要的問題，海外宣教對於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影響有多大？有

學者認為海外宣教的成效難以估算，但大體上在中國的整體基督教發展中不佔核

心的重要性，因中國基督教已有了自身發展的動力和基礎。36本文則認為，依中

國基督教各種教會、教派繽然雜陳的情況，評估海外宣教的影響力時也不宜將中

國基督教視為一個整體，必須分不同地區和不同類型的教會加以審視，並掌握各

種教會的特性，方能較為深入的了解海外宣教在中國的影響力：農村地區的家庭

                                                 
33 家庭教會教牧人員訪談，2003 年 9月，訪談編碼 011。 
34 家庭教會信徒訪談，2003 年 9月，訪談編碼 010。 
35 余雋瑞，「農村教會的城市使命」，城市化中的中國教會研討會會議論文（台北：中國福音會，

2004 年 5月 8日），頁 2。 
36 見 Ryan Dunch,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day: Fragile, Fragmented, Flourishing,” in 
Stephan Uhallry, Jr. and Xiaoxin Wu (eds.),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 202; Daniel H. Bays,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da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4 (June 2003), p.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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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許多早在八○年代前便已存在，並在與外隔絕下逐步發展茁壯，此類教會已

產生自身發展的動力，因此海外宣教團體在此地區多為從旁協助培訓或供給物資

等，並無法主導此類教會的根本走向。 

城市中部分有悠久歷史、性格保守的家庭教會也有著類似農村地區教會的特

性，然而對於以知識份子、專業人士或企業主為主的新型態教會則大不相同，他

們大多對西方抱持好感和開放的態度，許多本身便具有海外的經驗，有海外的關

係，因此也樂於與海外宣教團體交流合作，或是在海外宣教團體的主持下發展教

會。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展，以及該類新型態家庭教會的興起，可以想見海外宣

教團體的影響力將逐漸擴大。因此本文認為海外宣教團體對促進中國基督教發展

所起的作用不容忽視，其中又以城市地區為重。然而海外宣教團體進入中國時，

往往也帶來了副作用，部分家庭教會為爭取宣教團體的協助和資源，彼此爭奪，

破壞了家庭教會之間的和諧，乃至群體性的事奉活力。37因此海外宣教團體也是

促成家庭教會越益分歧的因素之一，未來家庭教會的宗派會在海外宣教團體的影

響下有何種發展，值得觀察。 

如前文所述，家庭教會的「政治意義」有濃有淡，各不相同。家庭教會儘管

通常皆對政治和三自會抱持著疏離的態度，並且不願意向政府登記，然而各自在

「反對」三自會的強度上卻不相同，成光譜分布。反對三自最強烈者，莫過於「呼

喊派」等直接在教導中攻擊、批判三自運動者，另外許多被中共和三自定義為「異

端」，或是經歷早期三自運動迫害的老一代家庭教會，通常也對三自抱持仇視的

態度。此外，許多大型家庭教會由於認定其和三自會兩者元首不同、聖職設立不

同、根基不同、道路不同、使命不同，因此與三自道不同不相為謀，在登記的問

題上，則由於登記後活動將受限制，因此拒絕向政府登記。38近年來在城市中興

起的新型態家庭教會，他們雖不願向政府登記和加入三自，然而他們也未曾經歷

                                                 
37 程大鵬，「愛她還是傷害她─對海外教會服事中國家教會的貢獻與問題之反省」，中國與教會，

96期（1993 年 7-8月），頁 7-8。 
38 中國眾家庭教會代表，「中國家庭教會宣言」，中國與福音，第 28期（1999 年 1-2月），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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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迫害，因此對三自通常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態度，並沒有太激烈的反對。 

俯瞰當今中國家庭教會的面貌，各種教會繽然雜陳，不但在神學、思想和政

治態度上各異，在組織上，也包羅萬千，其中有橫跨多省信徒人數達數百萬人的

大型全國教會，也有僅十數人的小型團契。隨著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家庭教

會的面貌不斷在改變，城市中各種新型教會崛起，農村人口以民工等方式向城市

流動，也不斷擴張原先農村家庭教會的版圖。此外，由於家庭教會往往帶有靈恩

派的特性，依著各人對於信仰領悟的不同，新的教會與教派也不斷誕生，舊的教

會的則相互融合或分裂。海外各種宣教團體進入中國，又打破了家庭教會的排列

組合。簡而言之，當前中國家庭教會處在一個變動的過程中，無論在思想、組織、

地域分布上，可謂「日新又新」，這是任何研究中國家庭教會者皆必須謹記在心

的。 

 

表 5-1  家庭教會類別表 

類別 產生時間 簡介 

中共建政前已存在教會 
清末至中共 

建政初 

又可分為本土教會與西方差會來華所成立

的教會，這些教會曾受三自運動的迫害，因

此至今仍排斥和批判三自會。 

本土自發教會 七○年代初期

與舊的教會或三自運動無關，為信徒自發建

立。大多是在早期本土靈恩派傳統上生長起

來的，追求屬靈經驗，信徒僅憑個人經驗便

可成為教會領袖進行傳教，在農村發展尤其

快速，然而也容易走上異端。 

海外宣教團體協助成立 八○年代 

海外宣教團體以各種方式協助中國家庭教

會，通常有直接成立、吸納下屬、培訓傳道

人和資助物資等方式，然而亦可能對家庭教

會帶來負面影響。總體而言，海外宣教在中

國基督教發展的影響力將越來越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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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基督教的宗教市場分析 

    近二十餘年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間信徒各有增長，三自教會信徒人數依兩會

統計在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譜；家庭教會由於仍為非法，且未建立完整體

系，零散各地，無法進行精確統計，但一般皆認為家庭教會的信徒人數不可小覷，

甚至粗估家庭教會信徒數倍於三自教會。（各方統計數字參見表 1-1）家庭教會快

速發展的現象吸引了各界目光，而家庭教會在官方壓制下，何以仍能有數倍於三

自教會信徒的亮麗表現，更是注目焦點之所在。近年來宗教學者所採用的宗教市

場分析途徑，可以提供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之間信徒增長和流動更為清楚的邏

輯，一窺兩者競合的究竟，下文將據此進行探討。 

以市場來分析中國的基督教領域，首先不可忽視的是三自體系教會的獨占權

以及中國宗教市場的結構：在國家統合主義的安排下，兩會經過黨國的檢選和授

意，成為中國基督教界「唯二」的宗教團體。愛國宗教團體的獨占地位有助中共

將教界納入黨國體系中，同時抑制其他新生宗教力量的崛起，對於黨國掌控宗教

領域居功厥偉，因此黨國也透過正式的法規條文確立愛國宗教團體的獨占地位。

中共國務院一九九一年公佈的「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理實施辦法」第七條中規

定：「在同一行政區域內不得重複成立相同或相類似的宗教社會團體」，39排除了

兩會之外其他基督教團體成立的可能性。此外，部分地區的宗教法規中更是直接

將「宗教團體」的範圍限制在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蘭教協會、天主教愛國

會、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基督教協會等七者上，

40直接明文保障兩會的獨占權。兩會的獨占地位獲黨國的保證，兩會體系下的基

層教會遂也成為中國基督教市場中唯一合法的「廠商」。 

                                                 
39 「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理實施辦法」，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行政法規

規章匯編，頁 9。 
40 如「海南省宗教事務管理條例」第三章第二十一條中規定：「本條例所稱宗教團體，是指在本

省行政區域內依法成立的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蘭教協會、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教務委員

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等宗教團體。」見「海南省宗教事務管理條例」，

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行政法規規章匯編，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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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會的獨占地位，使三自教會的信徒來源不虞匱乏。由於非法的家庭教會活

動隱密，一般人接觸不易，難以獲得相關資訊，因此三自教會相對成為對基督教

信仰有需求者的首選，甚至是唯一的選擇。大批的信徒和慕道友蜂擁而至，為三

自教會帶來大量人潮。以北京為例，北京僅九處教堂，信徒人數卻高達近四萬人，

二○○一年時進堂人數已達九十六萬人次。41不少教堂不斷擴充空間和硬體設

施，並增加活動時段，仍不敷日益增加的信徒需求。信徒與慕道友源源不絕地湧

入，時常超過教會所能負擔。某些教堂設立多堂禮拜以分散信徒來堂時段，但仍

然堂堂人滿，會眾甚至坐至堂外聽講，主日進堂參加禮拜的人數高者達五、六千

人次。 

    在信徒人數龐大的情況下，教會無法周到的照顧每個信徒，教牧人員也無法

和其牧養的「羊群」建立緊密的關係，彼此間的聯繫往往流於禮拜和講道的形式

而已。一位曾參與三自教會的基督徒描述他參加三自教會時所感受到的冷淡： 

    「信徒間或是信徒和牧師間的聯繫很少，大家彼此都不認識。我去三自教會

的那半年間，從來沒有人跟我談話，有時我想說留下來久一些，看看有沒有人會

過來談談，結果也沒有，連牧師也沒有。有一個以前去三自教會的過來我們（家

庭教會）這邊，他非常驚訝我們這裡彼此間的感情聯繫。」42 

三自教會的教牧也未嘗不了解信徒欠缺關懷和牧養，教牧對於信徒的牧養主

要限於禮拜和講道，其他方面則無暇顧及： 

「所有的信徒只是在禮拜天來聚會、做禮拜，這種情況之下，教牧的主要工

作是講道，沒有做起更多信徒的栽培、信仰的關懷，包括他們家庭裡面的關懷、

探訪的工作，這些工作基本上沒做。」43 

                                                 
41 王瀟楠，「宗教信仰與社會發展─北京市基督徒信仰狀況分析」，文化中國，2002 年第 3 期，
頁 57。 
42 家庭教會信徒訪談，2003 年 9月，訪談編碼 008。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43 三自教會教牧人員訪談，2003 年 8月，訪談編碼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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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自教會的教牧也將這種情況歸諸於三自教會的人力問題： 

「具體的到各個教堂上來說，對信徒的牧養上面、對信徒關懷上面，三自教

會比較欠缺：信徒多，牧師少。拿我們教堂為例，有四、五千信徒，正式的牧師

卻不到五個。應該說一個牧師牧養一百個信徒比較合適，這樣可以關心到信徒的

不只信仰，還包括他的生活。但是在整個中國三自體系中間，是一萬個信徒才有

一個牧師。」44 

的確，顯而易見的是，不僅牧師和信徒之間的比例懸殊，教堂數和人口數比例懸

殊，或是硬體設備資源不足眾多的信徒使用等，在在造成三自教會無法充分照顧

信徒。然而若僅將信徒牧養不足單純歸於信徒人數超過教會所能負荷，則容易模

糊真正的問題所在，也就是三自教會在宗教市場中的獨占權。 

    在中國的威權政治環境中，獨占權最初的安排出於黨國的統合主義安排，而

非兩會的要求，但無法避免的是三自教會獲得獨占權後所帶來的影響：在一個宗

教自由的環境中，各宗教與教派為爭取信徒莫不全身解數彼此較勁，競相提供較

佳的宗教服務以吸引信徒。然而在中國的宗教市場上，中共保證了三自教會的獨

占地位，排除其他競爭對手。三自教會坐擁市場，無須擔心乏人問津的窘況，因

此三自教會在不致遭市場淘汰之憂的情況下，依成本考量節省產出宗教服務的成

本，以期能夠在最低的成本支出上，獲取最多的信徒，達成效益極大化。換言之，

相較於完全競爭的宗教市場，在獨占市場中，三自教會所產出提供的宗教服務質

量下降，然而「每單位」的宗教服務卻可為三自教會獲取更多信徒。這種節省成

本的心態反應在三自教牧對信徒缺乏關懷和連繫上，當教牧人員以極低的付出便

可高效益的獲取信徒時，怠惰的風氣不免油然而生： 

「三自教會大概大同小異，…大家只是滿足於日常的工作，每週聚會多少

人。像上班一樣，各單位上班正常運轉，就可以了。其實對於信徒生命當中的問

                                                 
4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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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信仰當中的問題、生活當中的問題、婚姻家庭的問題、對於聖經認識當

中的問題，信徒需要解決的這些，大教會幾乎可以說是沒有太多的重視。其實教

會本身應該如耶穌去幫助貧苦的這些人，但是現在教會只滿足於這些面向上的事

工，我們每天都能夠有聚會，聚會的人也不少，大家也樂得在這種環境當中。」

45 

    依照市場原理，這個過程中，資源將無法達成最有效的配置。三自教會降低

服務的質量，然而信徒因無從選擇，只能參與三自教會，使得信徒以及伴隨信徒

而來的捐獻和名聲等轉移至三自教會，造成信徒和資源不合理的集中。更重要的

是，在三自教會服務質量降低的同時，許多原先對基督教有需求的潛在信徒或慕

道友，則因不願接受低質量的宗教服務，遭到宗教市場排除。因此就中國基督教

的發展而言，獨占權的安排使資源過度集中於三自教會，當三自教會實現其利益

極大化的同時，基督徒人數與品質卻無法充分發展，無異肥了三自教會而瘦了整

體基督教。 

    根據尋租理論，三自教會以低品質服務卻獲得在自由競爭市場中所不可能擁

有的眾多信徒，這些因獨占權而來的信徒，即三自教會的租金（rent）。三自教會

為了鞏固其租金，將從事尋租或護租行為。事實上，三自教會效忠黨國，以換取

黨國賦予的獨占權，這層權力交換即可視作三自教會為尋租所付出的資源。而三

自教會為了護租，也將持續討好黨國，以求獨占權能夠延續。這層權力交換所帶

來最明顯的影響是，三自放棄其「先知」的角色（prophetic role）46，當教義與

政權的要求可能牴觸時，放棄對教義的宣講，噤不做聲。神學思想建設運動對基

督教神學的內容進行調整，以使其符合政權的要求，便是一例。此外教會在擴展

                                                 
45 三自教會教牧人員訪談，2003 年 8月，訪談編碼 004。 
46 比較政教關係的學者將不同的政教關係區分為兩類：祭司型（priestly）與先知型。祭司型政
教關係中，宗教與政權間乃是互相支持，如某些國家中設立的國教可能是政權正當性與認同的來

源，國家則可能提供國教財政補助等；在先知型的政教關係中，宗教與政權則各自獨立甚至往往

處於相左的立場上，宗教團體時常在教義與政權的規範相左時形成衝突。見 Ted G. Jelen and Clyde 
Wilcox, “Religion: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in Ted G. Jelen &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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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自我節制，以免刺激無神論的黨國，或是形成過於龐大的力量，挑動威

權政體敏感的神經。雖然這麼一來，教會發展的腳步便跟不上迅速成長的信徒數

目，新建教堂的數目如同杯水車薪，遠遠落後信徒需求，然而這是三自會接受獨

占權時，便已註定的結果。 

    於是我們看到，信徒缺乏牧養是果，肇因於三自教會的獨占權。一方面，在

市場邏輯下，當三自教會發現可以以低品質服務而仍輕易吸引大量信徒時，三自

教會將趨於怠惰。另方面，三自教會的獨占權背後隱含了一層權力交換，三自為

了黨國所賦予的獨占權，以效忠作為報酬，因此三自的活動必須以符合政權要求

為前提。基督教快速成長為黨國所不樂見，因此三自教會必須在成長上自我限

制，這種情況下，教會與信徒比例懸殊與教牧人員的怠惰便是無可避免的結果了。 

    近年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教會在三自教會獨占權的陰影下，有著長足的發

展，這同樣是宗教市場運作的結果。根據學者的分析，宗教的獨占，即便在國家

的強力支持下，也不可能完全成功。這主要是因為獨占的宗教卻往往僅能提供單

一產品（宗教服務），不可能同時兼顧嚴格與寬鬆、入世與出世、排他與兼容等

面向，否則將自相矛盾。然而人們因各自階級、性別、年齡、人生經驗與社會化

過程等的不同，而對不同面向的宗教產品有需求，單一宗教團體的宗教服務打從

一開始便註定無法同時滿足各種信徒的不同需要，這是任何宗教團體試圖壟斷宗

教市場時所面臨的內在侷限。因此，與獨占宗教團體相競爭的宗教團體，將始終

都有存在的根基，當壓制的力量非常強大時，這些團體被迫轉入地下運作，「然

而一但壓制消退時，旺盛的多元主義將破網而出。」47 

由上文可知，三自教會雖在黨國的支持下成為中國基督教市場中唯一合法的

獨占者，然而由於三自宗教服務上的內在侷限，不可能照顧所有對基督教信仰有

需求者，勢將提供家庭教會存在的動力。質言之，家庭教會的存在不單是家庭教

                                                 
47 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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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領導者一廂情願的結果，也是信徒的需求所促成。尤其近年來中共對家庭教會

的態度漸趨寬鬆，不再動輒打壓，時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疑給予家庭教會些

許與三自教會競爭的活動空間。三自教會雖享有獨占權，卻並未能完全壟斷市

場，家庭教會帶來的「地下經濟」發展蓬勃，是信徒在三自教會外的另一個選擇。

於是欲探討家庭教會的成長動力，必須先比較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所提供宗教服

務內容的異同，以了解信徒如何在兩者間作出選擇。 

    雖然三自教會的教牧與信徒間聯繫薄弱，其他方面的服務項目仍是相當周

全。首先是禮拜與聚會，許多教會在主日設有多堂禮拜，提供信徒不同的時段作

禮拜，並在平時舉辦聚會，聚會主題涵蓋查經班、青年聚會、姊妹會、見證會、

禱告會以及初信栽培會等，不一而足。在神學思想以及活動內容上，三自教會為

社會福音派，以宣講福音，不重視靈恩的追求，甚至會將其駁斥為邪靈。此外，

信徒有事時可以找牧師諮談，教牧人員也會對個別信徒家訪。洗禮、婚禮和葬禮

也在三自教會的服務之列：在受洗方面各教會具體辦法不一，通常慕道友須先參

加初信栽培會，按時參加半年或達教會規定時間後可以登記參加聖誕節的受洗；

婚禮方面教會可以為信徒舉辦婚禮；葬禮方面，信徒過世可以請牧師去做告別，

教會裡也有靈園和骨灰堂，可供信徒以低廉的價格安置骨灰。48在教義與神學思

想上，雖然三自基層教會過去承襲自不同的教派與西方差會，不過在黨國的要求

和兩會的指導下漸趨一致，建立反帝愛國的三自自傳神學。近年來兩會開展的神

學思想建設，試圖齊一基層教牧的神學思想，淡化「因信稱義」等教義，強調消

除「信」與「不信」間的隔閡對立，去除迷信、狂熱和保守的思想，突出基督教

的倫理道德，以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49 

    家庭教會的服務亦不落三自教會之後，大多數三自教會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家庭教會也有提供，且教牧與信徒以及信徒與信徒間彼此的聯繫更為緊密。舉辦

                                                 
48 禮拜和聚會的內容與時段安排來自筆者參與觀察，其他服務的內容來自兩次三自教會教牧人

員訪談，2003 年 8月，訪談編碼 003，及 2003 年 10月，訪談編碼 013。 
49 資料來自三次家庭教會信徒訪談，皆為 2003 年 9月，訪談編碼 008、0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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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拜與聚會是家庭教會的基本活動，活動形式則多注重屬靈的追求。家庭教會亦

提供洗禮、婚禮和葬禮的服務，然而在接受信徒受洗過程上有別於三自教會，家

庭教會的信徒受洗無須先經過制式的長期學習，也無須通過考試，而通常是由牧

師帶領與判定慕道友是否適宜受洗。此外，婚禮和告別式亦可請牧師主持。在教

義與神學思想上，家庭教會則繽然雜陳，由於教派的不同，家庭教會沒有統一的

神學思想，唯家庭教會往往多為靈恩派，注重聖靈的彰顯。兩相比較後可以發現，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在宗教服務的項目上大同小異，舉凡神學思想、禮拜、聚會

或三禮，兩者皆有提供，主要的差異在於教牧與信徒間的聯繫，以及神學思想和

活動側重的面向，（參見表 5-2）以下進一步探討。 

 

表 5-2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宗教服務對照表 

                  教會別
宗教服務項目 三自教會 家庭教會 

禮拜與聚會 有 有 
洗禮 有 有 
婚禮 有 有 
喪禮 有 有 
靈園 有 無 
教牧與信徒的連結 弱 強 
信徒彼此的連結 弱 強 
神學思想 自由派 福音派、靈恩派 

活動側重面向 
  注重福音傳講、 
固定、靜態 

  追求聖靈的充滿、 
靈活、動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成員關係上，三自教會教牧疏於牧養信徒，前文已多著墨不再贅言，而家

庭教會在這方面無疑遠較三自教會來得緊密。一來，家庭教會的成員多是透過彼

此介紹加入，因此成員間相互認識，彼此關係較流動性大的三自教會來的穩定與

親密，尤其農村地區多是家庭中某位成員信教後，帶領全家信教，彼此間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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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親密自不待言；50二來，家庭教會規模通常約在十數人至三十人之間，對教

會領袖而言，是個適宜的數字，不致造成過重的負擔。當教會成長至某一規模後，

便如同「細胞分裂」般成立新的家庭教會，使得家庭教會得以維持在適當的規模；

此外，許多家庭教會注重「靈修」，講求成員間彼此共同的聯繫和關懷；最後，

壟罩在黨國的壓迫與三自會獨占權的巨大陰影下，家庭教會在細縫中求生存，不

但必須團結，也必須對信徒提供更佳的服務。而三自教會的優勢競爭與黨國的打

壓，也激發其成員的使命感以及「敵我意識」。尤其面臨可能入獄或罰款的威脅，

導致信徒參加家庭教會必須付出較高的「成本」，因此信徒在已大量「投資」的

情況下，不會輕易離開教會。在前述因素的作用下，家庭教會成員成為緊密連結

的團體，這種彼此支持的聯繫，與信仰相互反饋增強，吸引了許多嚮往類似宗教

經驗者加入。 

    在教義與神學思想方面，三自會所持的自由派神學重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

應，故屢被批評為「統戰神學」、「政治神學」，51政治意味的濃重久為人所詬病。

三自的神學不符中國福音派和基要派神學的傳統，三自神學透過近年來的神學思

想建設試圖建立完整系統的神學，然而連篇累牘的論述不但令一般習於接受福音

派教導的信徒難以下嚥無法接受，對農村地區文化水平較低甚至不識字的信徒來

說，更無異於天書。相對的，家庭教會的神學教義則多著墨於基要真理，認定聖

經的權威性與充分性，如「聖經無誤說」、「基督處女感孕說」、「十字架替代贖罪

說」、「肉體復活說」、「奇蹟真實說」等要點，簡單明瞭，易為人所接受。此外，

家庭教會富有靈恩派色彩，強對個人對靈恩的感知經驗，信徒接觸的門檻極低，

僅需個人對聖靈有感悟便可受洗入教，不若三自教會信徒必須接受長時間的初信

栽培後才可入教。此外，在活動側重的面向上，家庭教會注重聚會中聖靈的作工，

                                                 
50 農村地區基督教的傳播方式，可參見 Gotthard Oblau, “Pentecoastal by Default?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51 陸向榮，「統戰神學分析」，載陳韻珊編，三自神學論評（台北：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03
年 5月）；陳仰恩，「丁光訓的政治神學分析」，載陳韻珊編，三自神學論評（台北：基督教與中

國研究中心，2003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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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禱告、方言禱告、唱靈歌、跳靈舞等成為許多聚會中不可或缺的流程，這

些活動皆容易激發信徒的熱情和感動，也是家庭教會用以傳播福音的重要途徑。

三自教會則注重講道，並以此作為傳播的主要方式。三自教會中雖亦有唱詩歌、

禱告等活動，但不若家庭教會重視，多半時間短，且方式固定。 

整體而言，家庭教會的聚會中，教牧和信徒彼此之間關係緊密，活動方式多

元且靈活變化，氣氛熱烈，容易使人獲得宗教上的感動。尤其在教義上固守基要

真理，簡單明瞭，譜寫成朗朗上口的詩歌後，鄉翁老嫗即便不識字，也可以輕易

的理解，對信徒而言，入教的成本極低。相較之下，三自教會注重靜態福音的宣

講，不鼓勵信徒追求靈恩，活動氣氛較為理性冷靜，使信徒較不易獲得宗教感動。

在入教門檻上，信徒必須接受長時間的初信栽培，甚至須經考試檢定後，方可受

洗，無疑加重了信徒的負擔。 

比較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服務之後，我們可以了解造成兩者消長的因素：

首先，三自教會的獨占權顯著的影響了三自教會的性格，此乃由於非法的家庭教

會資訊不易為外界得知，因此對基督教信仰有需求者源源不絕的湧入三自教會，

教牧人員因不缺信徒來源，缺乏擴展和鞏固信徒的動力而漸趨怠惰。然而，當信

徒得知關於家庭教會的消息，家庭教會成為信徒的另一種選擇時，不滿三自教牧

冷淡對待的信徒將離開三自教會，投向家庭教會。另一個促使信徒離開三自教會

的理由是三自教會在教義與服務和活動上的侷限性。三自教會持自由派神學，講

求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政治意味濃重，因此不滿此點者將轉投向秉持基要真理的

家庭教會，此外，追求宗教感動者也容易為靈恩派家庭教會所吸引，家庭教會在

信徒入教的門檻上又較三自教會為低，因此家庭教會發展快過三自教會便不足為

奇了。近年來家庭教會的興旺發展，基本上反映的便是中國基督教宗教市場邁向

供需均衡的過程，當然，真正的均衡點目前尚無實現的可能，家庭教會雖在黨國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下稍稍獲得活動的空間，但畢竟獨占權仍在三自手中，黨國也

不時打壓家庭教會，中國基督教的宗教市場離真正的自由市場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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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會九八年以來推動的神學思想建設，試圖齊一基層教會的神學思想，將

部分傳道人承襲早期教派而來的神學觀念統整為三自神學。如果神學思想建設推

動成功，三自教會的產品將更形單調，將加速促使不滿意自由派神學或政治神學

的信徒離去。然而三自教會在可預見的未來也不致於衰退至乏人問津的地步，首

先，在中共國家統合主義的架構下，三自的獨占權仍將延續，除非中國的政治或

社會結構轉變，否則國家統合主義的統治方式仍是目前一黨專政的中共收編社會

力量的最佳選擇。只要三自會的獨占權存在，非法的家庭教會便不可能完全浮出

水面，因此三自教會仍是缺乏家庭教會資訊的信徒唯一的選擇。而即便三自會的

獨占權遭取消，三自教會仍舊將繼續存在，這也與市場邏輯有關：信徒多樣化的

需求，當部分人選擇靈恩派、基要派或福音派家庭教會時，也必定有部份人滿足

於三自教會自由派的神學以及服務。 

 

小結 

    回顧家庭教會的歷史，家庭教會的誕生源自新中國的全能政治中，一切團體

和個人皆必須對政治表態並接受改造的運動。部分教牧和基督徒堅持基督為教會

的頭，不願意接受黨國和三自會的政治領導，因此受到壓迫，為了追求信仰的延

續，採取隱蔽形式的家庭教會和聚會成為基督徒在躲避迫害時唯一的選擇。家庭

教會幫助無數堅定的基督徒維持信仰，然而中國基督教界卻也從此二分為三自教

會和家庭教會，一直持續到今天。 

    八○年代以後，家庭教會發展的條件稍有改善，首先是改革開放後為團結信

教群眾，中共端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給予家庭教會生存的空間。此外，三自會

轉型為統合主義組織，也開始為家庭教會發聲。當然，這個改善並非絕對的，乃

是相較於毛時代而言。二十年來政治氣氛時寬時嚴，家庭教會仍不時遭受打擊，

然而無論如何，家庭教會已擁有本身發展的動力，已不再是政治力量所可以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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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家庭教會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息息相關，忠實反應了

社會各種階層的變化，呈現多樣的面貌。除了老一輩的家庭教會和農村地區大型

跨區域家庭教會外，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都市中也興起了各種專業人士的家庭

聚會與企業型教會，天安門事件後知識份子對於官方意識型態的失望，也直接促

使各種校園和知識份子團契誕生，海外宣教團體進入中國，又帶來新的排列組

合。今天的家庭教會無論從哪一個角度看，都是繽紛多彩的。 

    家庭教會興旺的發展教人很難不側目相看，宗教市場分析為我們提供了一個

了解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消長的途徑。三自教會挾黨國賦予的獨占權，以極低的

成本吸引了不成比例的信徒，效益極高，然而隨之而來的，則是三自教牧怠惰的

風氣。此外，三自會必須對黨國效忠以換取獨占權，三自會也會持續忠於黨國以

維持獨占權和租金的延續，由此角度，近年來的神學思想建設便是一個尋租的舉

措。然而三自會的獨占權並非完全不可能變化，North在討論制度變遷時指出，

即便市場中的「相對價格」有利於現行制度，然而人們觀念的改變仍有可能促使

制度進行變遷。52將制度變遷的理論應用到宗教市場上，由「相對價格」來看，

黨國與三自會顯然偏好現況，一方面，低成本而高效益的擁有大批信徒使得三自

領導不會願意改變體制，另方面，黨國透過現行體制可以輕易持續獲得三自會的

輸誠，雙方皆樂於目前的宗教市場結構。但在前章中我們也看到了許多新生代教

牧持多元的思想，這些教牧不一定完全同意三自會的獨占權，當他們成為兩會的

領導階層後，這種觀念上的變遷會為現行的獨占體制帶來什麼樣的衝擊，值得觀

察。 

回到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市場競爭上：信徒多元的需求勢必不是三自單一

的產品所可滿足的，信徒分殊的需求，使得三自會以外的教會發展的動力將一直

都在。目前官方對家庭教會稍為寬鬆的態度，給予家庭教會的較大的生存空間，

                                                 
52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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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會的存在無異提供信徒其他的選擇，今年來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消長，

便是反映這個市場邁向均衡的過程。當然，由於黨國仍介入宗教市場的運作，因

此真正的均衡目前尚不可能實現。無論如何，透過對中國基督教的宗教市場分

析，我們可以更清楚了解教會發展的邏輯，對於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的動作，我

們也能夠準確的掌握其所帶來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