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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陆汉族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群体的现况调查 

（2019、6、11） 

 

引言 

 

自 1979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并重开教堂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世俗化，中国

基督教群体却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兴旺发展景象。从而引起了中国政界、学术界和诸多关心

中国基督教发展人士们的共同关注。但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环境的缘故，研究当

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学者很难摆脱“统计加估计”的窘态，1 致使人们对于当代中国基督

教实际的发展情况难以确实认识和清楚把握。 

从 2017年到 2018年，通过逐省随机抽样的方式，我们对遍布各省，不同类型教会

的普通信众和领袖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含三自教会和传统家庭教会，城市新兴教会和农村

教会，民工教会等）。藉着数据分析和随之而来的深度访谈，较为准确地反映在不同地区

和不同教会形态信徒们实际的信仰状况。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基本模式，

以及发展所要面对的挑战和机会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本论文主要是依据有关调查的数

据构成的。 

但在着手介绍有关调查情况之前，有几点需要事先说明的问题是： 

首先，本论文探讨的主要背景是中国教会在 1979 至 2018年发展的历史场景，因而

本论文所谓的“中国”或“中国大陆”，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区，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将不包含在本研究范围内。 

 
1 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 2013 年发表的“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一文中说到：“中国的宗教徒

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究其原因，既有客观指标难以确定，受洗、受戒而入教者大体可以有数，不入教

而信教者则难计其数；也有主观因素妨碍确定，所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在宗教问题上确切地说是

‘干部出负数，负数出干部’)。因此，对教徒的数字只能是统计加估计。比较权威的估计，至今还在沿用周总

理生前的说法：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人，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上寺庙的差不多有 1 亿人。以此推论，现

在当超过 1 亿人。” 参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世界宗教文化》，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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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的汉族教会和汉族基督徒。虽然就人口比

例而言，汉族并不是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民族，其他如傈僳、大花苗和朝鲜等民族的基

督徒比例远比汉族来得高。但就数量而言，汉族基督徒依然构成“中国大陆基督徒总人

口”的主要部分。2 因此针对汉族基督徒群体的研究，无疑就是认识“中国基督徒群体” 

总体风貌必要和关键的步骤。离开对于汉族基督徒群体的准确认识，就无法准确描绘“中

国基督徒”。 

第三，虽然比较而言，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并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由于中国独特的

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造成几十年基督教研究方面“统计加估计”的尴尬局面。也使得 

“中国基督徒”这个概念，虽然看似数量庞大，却是界限模糊。因此，本次问卷调查涉及

的主要问题包括：信徒皈依基督教的基本动机？信徒要化多少时间和藉着什么途径，并在

什么人的影响下成为了基督徒？信徒对于“信耶稣”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自称基督徒的

人们对于“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理解？以及信徒实际参与“教会生活”的内容和程度？作

为基督徒与其他信徒和非信徒的关系？期待能透过随机和分层的抽样，经过细致地比和统

计对来自以及回答问卷，再经过系统整理问卷，按照分类、统计、叙述和推论的过程，从

回收问卷的回答中理清其概念边界，并对“中国基督徒群体增长原因”寻求可靠的答案。 

第四，研究当代中国基督教不可忽视的是，需要注意到基督教思想与政权结合的国

家意识形态之间出现张力所引起的问题。比如世界观之差异，对于权威的态度，对于计划

生育政策所引发的神学课题等。另外，对于基督徒而言，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

中践行信仰之要求？比如人伦，价值观。而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则是如何应对基督教

思想所带来的非物质主义的挑战？3 

2 根据最近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中国总人口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1.51%，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
总人口数占 8.49%。虽然中国曾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中国基督徒群体总人口为 3800 万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03/c_1122631276.htm；2019-06-10 存取），但并没有公布过

各民族基督徒人口的分布情况和数据。不过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分布、人口，以及各自宗教和文化的传统，

基督徒显然并不占中国少数民族的显著多数。因为其中基督徒人数最多的是“朝鲜族“，大约有 60 万，基督

徒比率最高的”傈僳族“佔总人口的 47.25%，约 30 万人（参：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chi-896/ 

；2019-06-10 存取）。据此推论，”中国基督徒总人口“应以”汉族基督徒人口“为绝大多数。 
3
 参考论文：卓新平：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和希望；刑福增：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下的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的

挑战；均见于：何广沪、卓新平著《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处境下的宗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

年初版。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03/c_1122631276.htm；2019-06-10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chi-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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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所有情况之后，还需要考虑到 2017-2018 年期间，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

经开始受到四十年来最为系统，最有步骤的全国性政治压力，使得不同地区教会在回应是

次调查的时候，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能在当时环境许可的范围内继续配合调查的措施。使

得这次调查是在有外部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而各地教会所承受的干扰程度并不一致，

因此，虽然本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已能从宏观上展现“中国基督教”的总体风貌，但许

多细节部分，比如地区分布、神学特点等，依然需要以回访和深度访谈等方式予以揭示。

故此，本论文主要是对“中国基督徒”的现况予以宏观性的描述。细节部分允待日后补

充。 

第一节  四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粗略回顾 

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复兴运动，是以“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以后的 1979 年 4月 8

日，浙江宁波市的基督教“百年堂”重新恢复礼拜天的崇拜开始的。4 但是就如造成基督

教在现代中国屡遭迫害的原因一样，允许基督教堂的重开，允让部分有信仰的中国公民重

获“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其实只是执政共产党在毛泽东之后新的社会条件下作出的

“修正主义”政治抉择的结果。5 由于“对外开放”和取信于世界的实际需要，6 以及当

时大规模“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政治部署，7 制订新的宗教政策，有限度恢复国内人

民的宗教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社会的宗教问题。因此与其他宗教群体一样，基督

4
 参范爱侍：基督教百年堂简史，见《宁波市基督教百年堂建堂六十周年-感恩纪念》，宁波市基督教百年

堂出版，2008 年。有关范爱侍（1916-2018）生平最重要片段，参《回眸百年侍奉路——范爱侍回忆录》，

中国基督教两会，2013 年 5月出版。刑福增：反右派斗争与中国基督教，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术论

文》，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64-201710003.pdf   （2019 年 3 月 26 日存

取）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

题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放弃 1977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十一大时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后文革时代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会还提出“永远废

止”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开始大规模的政治平反。在党主席华国锋依然在位的情况下，形成了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新的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领导集体。 
6 比如在 1979 年 1 月 29 日和 30 日，邓小平当面应承美国卡特总统时，“他（邓小平）后来说，他会满足我
（吉米·卡特）的两个愿望，即宗教信仰自由和《圣经》传播问题。”参吉米·卡特《我不会对你们说谎 ：吉

米•卡特总统白宫日记》，王海舟 译 董献利 译 闫鲜宁 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版。另参

Carter,Jimmy Through the year with Jimmy Carter,Zondervan,2011.Page10。 
7
 有关该运动的过程、原因和结果等，参肖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第十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重印。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64-201710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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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教堂也被允许在“三自爱国运动”及其派生的教务组织的领导下，有限度地重新开

放。8  

但是，自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如今，这四十年基督教的发展能量及其速度

远超乎世界上所有关注和研究中国基督教发展学者们的想象，更出乎中国执政者的预料。

四十年来，虽然教会自身的发展跌跌撞撞，执政党有关宗教的政策也是晴雨不定，基督教

却经历了在华历史上十分罕见的高速发展的过程。如今，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成长，不仅

是基督徒本身的问题，其实也开始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问题，用当代领袖习近平的话的话来

说，“宗教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

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9 而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基督教学者

甚至惊呼要警惕出现“基督教一教独大”。10 

比如牟钟鉴曾说到：“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

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半，……基督教以历史空前的过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每年

增约 100万教徒），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

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结构版图；……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

裂，处在灰色与黑色地带的宗教群体在病态中生存。”11 因此他表示：“宗教暗中发展，

或一教坐大，或宗教关系紧张，或外部干扰不断，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 

由于是在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若要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并感受基督教发展

程度，也就难免要从非常政治化的语境开始入手： 

首先，自 1979年以来的四十年中，共产党中央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宗教会议”，

风别是 2001 年 12月由江泽民主导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 2016年 4月习近平时代的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比较公开发表的两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发现江泽民在着重强调共

8
 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1980 年 3 月 1 日。以及丁光训

《回顾与展望—--中国基督教第三界全国会议开幕词》，1980 年 10 月 6 日。（原载《天风》1981 年第 1

期）。上述两份文件均参：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93 年第一版。 
9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新华社，2016、4、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2019、3、26 存取） 
10 牟钟鉴：宗教生态论；刊于《世界宗教文化》2012 年第 1 期。 
11
 牟钟鉴：宗教生态论；刊于《世界宗教文化》2012 年第 1 期。 

12
 参同上。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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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要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13 而习近平却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

理论”，14 从中可以感受到执政者确实存在着应对宗教发展带来的焦虑和相应对策。 

其次，四十年来，在 1982年出台《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

本政策》，15 以及 1989年提案起草“宗教法”被封存之后。16 1994年 1月由李鹏签发，

国务院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7 之后又先后两次修订再修订的“宗教管理条

例”，分别是 2004年 11月，由温家宝签字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18 以及 2017 年 9

月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公布的《宗教事务条例》。19 比较这些“政策”和“条例”，

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执政者在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方面的无力感。20 

而真正能体现权威性，有关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报告，是由中国政府，前后两次有关

宗教问题的“白皮书”。分别是 1997年 10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21 以及 2018年 4月，同样由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22  

比较这前后相距二十年的两份“白皮书”，就可以初步窥见这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公

开承认的宗教发展情况。首先在总量方面，1997年白皮书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

13
  中国共产党新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2001 年 12 月 10-12 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941/177530/10682798.html （2019 年 3 月 26 日存

取） 
14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新华社 2016 年 04 月 23 日发稿，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2019 年 3月 26 日存取） 
15
  即所谓“第十九号文件”。参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修订初

版，第 353-386 页。 
16
 刘澎：中国的宗教与法治；《时代论坛》2008 年 3 月 3 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5802&Pid=12&Version=0&Cid=

220&Charset=gb2312，（2019、3、27 存取） 
17

 参：http://www.jincao.com/fa/16/law16.01.htm； （2019、3、26 存取）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事务条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

03/28/content_6786.htm，（2019 年 3 月 26 日存取） 
19
 中火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事务条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

09/07/content_5223282.htm   （2019 年 3 月 26 日存取） 
20
 参考论文：草民一：有关 2018 版《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前景的分析；2017、9、13 初稿；2018、1、3 修

订。另参：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宗教事务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手册”。宗教文化出

版社，2010 年 5 月，第 2 版。 
21
 参：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7/Document/307974/307974.htm  （2019 年 3 月 27 日存

取） 
22
 参：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26514/1626514.htm  （2019 年 3 月 27 日存

取）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941/177530/10682798.html%20（2019年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5802&Pid=12&Version=0&Cid=220&Charset=gb2312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5802&Pid=12&Version=0&Cid=220&Charset=gb2312
http://www.jincao.com/fa/16/law16.01.htm；%20（2019、3、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6786.htm，（2019年3月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6786.htm，（2019年3月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7/Document/307974/307974.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26514/16265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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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 30 万人。”  而到了 2018 年，白皮书则承

认说：“信教公民近 2 亿，宗教教职人员 38 万余人。”可见二十年来，在宗教从业人

员总量轻微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宗教信徒却增长了几乎一倍。 

但是考虑到这些数据都有估算的性质，因此信徒人数的巨大差别并不表明二十年间

中国信教人数的自然成长的数目。而是经过几番调查，中国政府对于国内宗教现况有了更

加接近实际的估计。具体到基督教，1997年白皮书说：“中国现有基督徒约 1000 万人，

教牧传道人员 1.8万余人，教堂 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而到

了 2018年的表述则是：“基督教信徒 380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 5.7万人。”显然在

数据上，过去二十年中国基督徒总数几乎翻了两翻。毫无疑问，这成为“白皮书”有关中

国宗教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亮点。 

考虑到“白皮书”将中国的宗教人口由“一亿多”，提高到“近 2亿”，同时维持

“佛道”两教在总宗教人口占 68%的比例不变，只将所谓“一神论”宗教（伊、天、基）

的总数从 3200 万，翻倍增加到 6400万。那么新版白皮书在继续保持“佛道”两教在信教

总人口绝对优势，强调宏观的宗教格局毫无变化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很技巧地，隐晦地公

开承认了国内基督教人口大幅度增加的事实。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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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正是上述图示的中国宗教版图的变化，导致了执政党出现意识形态

上的危机感，也由此产生了众多意图解释这个现象，化解这个危机的理论。 

第二节  对于近年来全国性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除了个案和局部地区的有限研究，就全国范围内有关基督教

信教人群的现况和增长研究，主要就是两次全国性的问卷调查： 

一、“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调查” 

2007年，主要是由杨凤岗牵头，零点调查公司负责实施的“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

的调查。23 在全国 7021 个样本的分析中发现： 

（a）在中国成年人口中（16 至 75 岁之间），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

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

人，所占比例不足 15%。 

（b）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有 18%的中国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

的人只占 3.2%。 

（c）基督新教信徒的人数在中国确有大幅度增长，但天主教信徒的人数却可能有所

下降。 

这项调查，除了证明在连续五十年无神论教育之后，极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还有某种 

“宗教”的信仰以外。也表明，虽然成长迅速，基督教还远未达到“一教独大”的程度。

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中国宗教发展状况，尤其没有涉及到有关基督教增长原因和机

制的讨论。因此它还不能被称作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发现中国宗教发展特点，建立

发展模式的学术工程。 

二、 “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 

23  杨凤岗：中国宗教现状一瞥：一个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2010 年 12 月

第 3 卷第 2 期        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CRCSNewsletter-V3N2C.pdf 

（2019、3、29 存取）。 

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CRCSNewsletter-V3N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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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2009年之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主办，针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特别针对对基督新教的信徒人数、分布、信教原因等进行的大规

模抽样调查。包括 321个区县级单位、2718个村（居）委会、54360户家庭，211750

人，发放调查问卷 63680份，回收有效问卷 63680份。最后，分析结果以 2010 年《中国

宗教报告 2010》（《宗教蓝皮书》）的形式对外公布。其主要发现是：24 

（a）根据调查的结果推算，全国基督徒总人数估算为 2305万人，约占总体人口的

1.8%。其中性别比例：女性 69.9%/男性 30.1%；受洗 67.5%/未受洗 32.5%；学历：小学或

以下 54.6%/初中 32.7%/高中 10.1%大专及以上 2.6%。 

（b）成为基督徒的时间为：1965年及以前信教的占 3.0%，1966-1981年间信教为

5.7%，1982-1992年间为 17.9%，1993-2002年间为 42.4%，2003-2009年间为 31.0%。 

（c）信徒信教原因：“因自己或家人生病”占 68.8%，“受家庭传统影响”的占 

15.0%。 

（d）信教的接触渠道:“受家庭和亲属影响”44.0%，“受其他信徒和朋友影响”

46.5%。 

(e) 信徒参加聚会的情况：“经常参加宗教活动”占 57.8%，“有时参加”占

38.2%，“从不参加”为 3.9%。 

（f）聚会场所：“在登记的场所活动” 67.9%，“在未登记的场所活动” 20.2%，

“在朋友家活动” 26.7%，“在自己家活动” 22.4%。 

这项调查证实了中国的基督教人数确实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尤其在 1993-2009 年期

间增长最快。但传统的“老人多、低学历者多、妇女多、农村人口多”的“四多”现象依

然存在。25 而且在信仰原因的方面，“因病而信”依然呈现为最重要的原因。  

可是，虽然这是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国内“基督教”

做的田野调查。但其结果却遭人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者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

据朱建忠反映：“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高师宁教授称: 此次调查工作缺少专家学者参与，

在整个过程中她只有在问卷的设计环节被咨询过意见。另外此次调查主要是受国家宗教局

委托，宗教所承办，而由国家统计局具体操做。”因此，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质疑：“一是

24 参《中国宗教报告 2010》（《宗教蓝皮书》）。 
25 笔者注：由于城镇化发展，在一些描述已将“四多”改成为“三多”，而剔除了“农村人口多”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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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国家宗教局“指导下”但缺少了解中国教会实际情况的专家参与的工作可能对数据

真实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对抽样数据第一批在江西、湖南、云南各抽取 5000 户入户调

查；第二批在 28个省区抽取近 4万户入户调查的比例让人不解？何以江西、湖南、云南

在抽样数据中专门呈列且占较高比例？另外，对在抽样推算方案中采用的“自助法误差计

算”认为不够精确。三是由于此次访谈调查是以实名制进行，这就无可避免的会有不少信

徒(主要是家庭教会的信徒及党员身份的信徒)不愿意真实的回答问卷内容。以及由于中国

基督教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导致入户调查时，不信教的被访者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

家人中有人信教。从而导致调查所呈现的数据低于实际数据的可能。”26 

对此问题，刘澎指出：“在社会总体上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予以排斥、否定的大环

境下，一个被调查者面对政府的调查，要在必须向政府调查人员提供个人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的前提下，公开声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回答关于宗教信仰的提问，实非易事。考虑

到真名实姓回答问题的结果对参军、入党、提干、在单位工作的人际环境及个人或家庭的

社会评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调查者不要说是未被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

员，即使是那些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的信徒，出于对自身安全与未来发展的考虑，有

多少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向政府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社会没有对宗教或基督

教的政治敏感性“脱敏”之前，政府以“实名制”的方式公开进行的以了解公民个人是否

信仰基督教为目的的调查，其结论有多大的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毕竟，大多数人是要

吃饭、要工作的，明知党和政府对基督教是什么态度，还要向政府公开坦露自己是基督教

信仰者，这会成为一般人的正常选择吗？”27 

笔者以为，由于这项调查的官方色彩过于浓重，而且试图用数据作为理据，去否定

杨凤岗关于８０％以上中国人都有宗教倾向的说法，其手段十分地明显，但对学术性方面

的要求明显不足。该报告的价值，除了再次确定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确实在增长以外，

并没有其他实际的意义。28 

26 朱建忠：《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分析报告(初稿)；

http://www.collegesaints.org.hk/schedule/20110429outline.pdf （2019、3、29 存取） 
27 刘澎：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浅析《2010 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报告；

http://zhanlve.org/?p=3078 （2019、3、29 存取） 
28 对于中国基督徒确实在增长的情况，原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现统战部副部长王作安曾公开表示：“二三

十年来，我国信教人数不断增长的判断，几乎没有人持怀疑态度。”参：王作安：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http://www.collegesaints.org.hk/schedule/20110429outline.pdf
http://zhanlve.org/?p=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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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7-2018 年“中国汉族基督教现况与增长原因调查”结果的介绍 

一、有关书面问卷调查的基本设计和调查落实情况 

由于中国基督徒分布广泛，密度不均和人数“众多”的特点，以及“家庭教会”等

非体制化教会的比重多于体制化“三自教会”的特点，设计了一套以逐省随机进行问卷提

问的方式进行。使用原则是： 

原则一：以进入教会而不是进入家庭为调查的方式。因为吸取了官方“入室”调查

失败的教训。认为：虽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教会中，但要找基督徒就要进入教会。 

原则二：除了新疆、西藏、广西、云南之外，在各省普遍邀请而不是预先选择某些

特定省份进行调研。 

原则三：预先设定教会类别，他们包括：传统家庭教会 

城市新兴教会 

农村教会 

民工教会 

三自教会 

调查方式：A、设计两套问卷：教会领袖/同工卷 

会友卷 

B、全部以书面问卷进行，不允许通过电子通讯的方式回答问卷 

调查过程：A、允许教会出于安全理由，选择安全的方式回答问卷，但不允许改动问 

卷内容。 

B、允许牧者和教会领袖以“会友”的身份填写“会友卷”一份，但不允 

许牧者和领袖替代教会会友填写问卷。 

C、只可以在教堂或聚会场所填写，不允许离开教会或聚会场所，在工作 

场所或私人空间填写。  

样本数量要求：除非出于安全理由，原则上要求参与教会的 30%的会友，以及 50%的 

教牧同工填写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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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几次试验性问卷调查和修订之后，最后确定在 2017年春天开始，至 2018年

夏，为正式调查的时间段（时间段设定比较宽泛，是因为必须在完全保密的前提下，由笔

者携带问卷亲自走访各地教会的缘故造成的。但是对于参加教会而言，虽然不必笔者亲自

在场，允许教会自己主办，但他们只有在特定的一天时间完成问卷，即刻收卷。同样的教

会或团契，不收第二次卷）。 

最后结果是： 

实际邀请超过 1000间教会，但由于调查是在各地教会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关注和冲

击，传道人被迫“喝茶”等境况下，最后只有约占其中 10%的教会，近 120间教会当面承

允有意参与项目。但至截止收稿日期为止，实际只回收其中大约一半，即来自 18 个省、

直辖市，近 70间教会书面的问卷表，其中还包括个别质量欠佳，无法满足解读要求的问

卷。这些回应教会的分布情况如图示：29 

29 除了新疆、西藏、云南、广西没有被邀请之外，最后缺卷的省市为：吉林、河北、天津、江苏、上海、

福建、江西、海南和宁夏。造成缺卷的主要原因，与当时当地教会的实际处境，及领袖的决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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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这 18省的问卷分布情况是： 

共回收 1655份教会会友的有效问卷； 

共回收 110份教会领袖和传道人的有效问卷。 

他们代表了在上述 18省和直辖市 72,000至 143,000规模的基督徒群体。30 

这些参与教会包括： 

农村教会 11间； 

     城市教会 43间； 

     民工教会 5间； 

      传统三自教会 6间。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间是由境外宣教士植堂而成立的教会； 

      他们当中有三间历史悠久，在 1979年前就已经持续在聚会的教会。 

二、有关问卷分析的基本数据及其初步判断 

由于问卷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但本论文只将有关信徒结构等问题予以介绍。 

（一）从受调人员看中国基督徒群体的基本情况： 

   1、信徒的性别比例： 

30 有关基督徒规模的总数，是根据教牧同工卷有关教会规模的总计而成。由于出于越来越急迫的安全考

虑，完全按设计 30%会友和 50%教牧同工的要求并未能严格执行，最后只有近 20 间教会达成此要求。有的

教牧同工与会友一起，只填写会友卷；有的只让部分主要同工和主要会友参与；但有 11 间教会只有 100%

的教牧同工卷，却没有会友卷。也有一间教会，没有要求会友填写个人信息。 

Male  /  男

21%

Not indicated 

/  未表明

7%

Female  /  女

72%

Gender Ratio of Beli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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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表明，有填写能力的成年基督徒的男女比例，女性至少占 72%。这与 2008 年由

政府主导的“入室”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多”或“三多”之中的“妇女多”基本成

立。这表明中国基督徒群体的女性化比例偏高。由于中国教会并非是由海外宣教士建堂或

主导教务，而是以自主为体的。因而女性化比例偏高，比较容易出现内向化教会较重的倾

向。 

  2、信徒（含传道人）教育程度： 

图示显示，中国信徒的教育程度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中国社会因

为城镇化和受教育情况改善的情况相符合。其中信徒中文盲和小学教育程度只占 31%。大

大低于《宗教蓝皮书》54.6%的的数值。这表明教会中不具备独立阅读圣经能力的人已经

不再占中国信徒群体的主流。长远看，这种变化不可逆转，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

信徒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占 22%。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

因此这数据表明，中国的基督徒群体，不仅有能力阅读圣经的人已占大多数，而且能独立

思考圣经和神学问题的人，也已经趋于庞大。这不仅表明中国基督徒群体的理性化程度的

提高，会给牧养、护教，植堂和儿童教育等方面都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造就了许多新的

机会，比如跨文化宣教和本地社会参与。若与 1949年前中国本土的教会比较，二十一世

8%

23%

32%

15%

15%

7%

EDUCATION LEVEL / 文化水平

Illiterate  /  文盲

Primary / 小学

Secondary  /  中学

Vocational  /  大专

Bachelor  /  大学

Higher than Bachelor  / 
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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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中国教会已经具备了许多，以前只能依赖西教士才能提供的服务，比如神学反省，圣

经翻译，主持 NGO工作等等。 

  3、信徒群体的年龄构成 

图示显示，目前中国基督徒群体中，以 1960年代出生，如今 50岁前后的为最多。

这个年龄段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出生在大饥荒或文革社会大动荡时期，主要在 70年代

接受教育，也亲身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物质主义泛滥的全过程。因此他们的皈依带

有重要的时代标记和深刻的个人领悟。这就意味着，当今中国基督徒群体的基本盘，乃是

一群有着深刻的反省，丰富的人生阅历，意志坚强的一代人构成的。他们成了中国基督徒

群体的压舱石。由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城市化造成的社会浮躁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的浮

躁之风也难免影响到教会，但正是有一群压舱石的存在，中国教会是能够走出这个浮躁期

的。 

另外，图示又告诉我们，中国教会总体上是由从五零到八零年代的成员组成，所以

在宏观上是个“中龄化”（即中年人比较多）程度较高的属灵群体。虽然中国基督徒的女

性比例偏高，但由于“中龄化”程度甚高，加上中国妇女“在家”的比例远低于工业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生活的需要，使得中国教会有相当高程度的社会参与率（比如妇女就业率

较高，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较高等）。因此，教会内向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基督

徒群体是个与世界脱节的少数人的群体。却能表明，由于外在政治因素造成的“非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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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没有“宗派”在教务、神学训练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基督徒群体大体上是以

碎片化的状态和沉默的方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碎片化可能使得中

国基督徒群体缺乏凝聚力，却也是对社会最具渗透力的存在方式。 

  4、信徒群体的宗教背景构成 

与“入户”调查寻找的对象不同，本次调查是直接针对各地教会，且是在教会中完

成的针对教会成员的田园调查。调查发现，受访者个人的宗教背景相对单一，虽然有一些

成员原本具有佛教和无神论（在中国处境中，回答“没有”也归“无神论”范畴）背景，

但教会绝大多数成员拥有基督教的背景。这意味着，教会增长的发生，相对还是在原本已

有一些基督教背景的人群中发生。这些“背景”可能可以追溯到 50年代，或更早期的基

督徒。也可能是目前教会中年人的下一代，或者是基督徒的家人和朋友。这表明，中国的

社会环境并不允许基督教思想的自由传播，使得教会增长还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形式

发生。虽然这与中国基督教“地下”的现状相吻合，但长远来看，中国教会走向公共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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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受调人员看中国基督徒群体增长的原因 

I.中国人愿意接受基督教的基本动机 

这一图示清楚说明，就教会成员而言，与入室调查的结论完全不同，人们信仰耶稣

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患病”，甚至也不是“要得到上帝的帮助”，而是形

而上方面的理由居多，即“认识真理”和“对于死后去天国”。同时，人们对于“罪”的

自觉与渴望上帝介入自己的生活几乎一样地高。由于中国基督徒的主体，是在各地不同的

有形和无形的教会实体之中，而教会成员的思想又是如此地“形而上”化，这表明，中国

基督徒群体是一个理想主义远多于功利主义的群体。笔者认为，这是四十年来，中国基督

教增长的第一动力因素。这又显示出，2008-2009年大规模的“入室”调查，在试卷和调

查范围的设计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会引发误导性结论的产生。若结合朱建忠、高师宁等

人的分析和情况介绍，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误导性结论的出现，是主办当局事先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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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基本原因 

促使现代中国人有信仰基督的愿望，与导致中国人实际归信耶稣（投靠基督和成为

基督徒）的行动是不同的，图示表明，实际导致现代中国人投靠基督的首要原因，是个人

布道，或从某个渠道听闻并认同所听闻的有关福音的内容。其次是为无法解决的现实需

要，如患病等。第三是进入基督徒爱的团契生活，以及学习圣经和敬拜神。但是，虽然前

图显示中国基督徒理想主义的成分远高于功利主义的动机，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基督徒的理

想是脱离现实的。因为这张图示又显示出，相对于“福音”的执着，中国基督徒对于“奇

迹/神迹”、“异梦”等并不同等地看待。这个结果即符合汉人具有的儒家“敬鬼神而远

之”的文化背景。同时也表明，现实中的基督教会，不论有形无形，都是中国人实现美好

的理想生活的重要途经。这包括真理的学习、爱的团契和对实际需要的满足。这显然是中

国基督教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这个结论又预示，不管执政者如何打压，只要他们无法

提供目前正在由教会提供的产品，能够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那么教会不仅不可

能被消灭，反而会以“地下”的形式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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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主要的人物媒介 

虽然目前教会成员的信仰背景是以基督教为多，但并不表明，中国基督教的增长是

以“家传”的方式实现的。客观上，“家传”虽然能导致“传承”的发生，却难以导致

“增长”的实现。本图示显示出，真正导致基督教“增长”发生的，是教会传道人和同

工，其次才是母亲。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朋友”其实和“母亲”几乎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那就意味着，教会的存在和基督徒对于“福音使命”的认同感和落实，是教会“增长”的

原因。又由于社会环境的作用，使得教会只能以“地下”和“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而这

种“福音的使命”和“地下”处境的结合，使得教会得以更快和范围更广的发展。因此，

中国基督教增长的动力之三，就是“福音主义”在“非正式条件下”得到落实的结果。31 

31 笔者注：所谓“非正式条件”是指在没有宗教自由的社会处境下，基督教因为无法获得合法的存在资格，以

及无法藉着公共媒体自由传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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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主要的物质媒介 

如果说“互联网”没有成为中国人信仰转变的主要工具，是由于执政党大力管控互

联网信息造成的。那么收音机，影像制品（由于在中国没有基督教电视台，所以这里有关

“电视”的回应，可以被视为“影像制品”）的同样地果效有限，那就不是互联网政策造

成的，而是其他原因。图示显示，影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物质媒介是“圣经”和

其他基督教文字作品。这个结果一方面显示出，中国人对媒介的选择与当代中国基督徒的

教育构方式密切相关，也与前面“教育程度”所反映的结果相吻合。但同时也显示出：传

统“文以载道”的文化，依然在规范着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因此笔者以为，“文以载道”

的文化背景，乃是中国基督教增长重要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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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接受洗礼为标志，促使中国人跨入“基督徒”行列的主要原因 

图示显示，促使当代中国人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动机，首先是对永

生的诉求，以及对于更深认识和经历真理的执着；其次是愿意看到自己的生命改变（包括

罪被对付）；第三才是身体得到医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受洗并不会帮助人消除

既有的“自卑感”，却是在无神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具有荣耀感的宣示。

笔者以为，虽然从杨凤岗的研究中发现，中国 80%以上的人都有宗教的情怀或向往宗教。

但人们向往宗教的目的，往往是寻求对于“终极关怀”的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中巫术化

的顶礼膜拜，缺乏清晰道德指引的迷信，并不能向人揭示有关“终极关怀”的真理。因此

基督教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人民中广泛传播，是与其向人提供一个清晰的“终极关怀”密

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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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中国基督教增长原因探索的初步结论 

虽然“2017-2018年中国基督教现况与增长原因调查”涉及的范围，涵盖了“成员分

析”、“信徒神学”、“（教会的）运行机制”、“信仰生活”和“信仰动力”诸多方

面。本论文只是在整理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基督徒的构成和信仰边际作出了初步

的分析，但比较 2007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结果，以及《2010年宗教蓝皮

书》的报告，笔者已经可以据此提出如下五项命题： 

命题一：形而上的理想追求是导致中国基督徒群体增长的首要原因。 

命题二：教会生活让中国人所理想的美好生活，包括真理学习和爱的团契等，是基 

督教在现代中国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命题三：“福音主义”在“非正式条件下”得到落实，是基督教群体不断增长的重 

要原因。 

命题四：“文以载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基督教增长重要的文化因素。 

命题五：基督教有关“终极关怀”的思想，是造成中国人皈依基督，也是基督教得 

以在中国广泛转播和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基督教发展还存在一些变量因素，主要是：来自政治和政策

所构成的压力指数的变化，来自世俗化思潮、物质主义世界观等因素的变化。不过理性地

看问题，人们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来自政治和政策的压力指数即不一

致，也不恒定。但上述五项因素和原因并不会随着政治和政策压力指数的变化而变化；同

样地，世俗化和物质主义虽然可以对基督教的成长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样也是不均衡

的，它们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基督徒群体的影响力是不一致的。相反，教会（或基督徒个

人和群体）是可以用传福音、生命见证等方式反向进入到被世俗化和物质主义辖制的人群

中，带领人脱离这些影响的。因此，世俗化和物质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上述五项因素和

原因。这是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创 2：7）。世俗化和物质主义可能冲散，甚至稀

释人对于自身和他人终极的关怀，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抹去任何人的灵性存在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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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中国教会这四十年，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发展经济，积极推动城市化、

世俗化和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同时，也是世界上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全球化风潮和互

联网科技越来越影响人类生活的时代。这四十年来，虽然执政党的宗教政策飘忽不定，但

强化“管制”的思路却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基督教却经历了在华历史上十分罕见的高速

增长。似乎打破了所有近代宣教学的理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乃是在西教士被驱

逐将近七十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推行三十多年之后发生的。那么在一

个已经高强度一元化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和推动文化革命之后的国度，为什么中国依然会出

现草根性的基督教风潮？而且四十年来，这股风潮未见消停，依然还在增长？ 

另外，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在公共

领域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密闭的社会中，在没有任何财力、物力，也没有政权支持的条

件下，基督教究竟是如何从社会绝对的边缘走入社会的基层，最终引起国家最高意识形态

的激烈反应？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这都是因为，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导致并促进了中国

社会出现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32  

但是笔者以为，上述的调查已经显示出：虽然接受耶稣基督的结果，是人们离弃唯

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的教导，但人们“离弃”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不是导致他们“接

受”耶稣基督的直接原因。而是因为人们在“圣经”中找到了前者无法提供的，能切实满

足自身和至亲好友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其中包括了对真理的学习，爱和团契生活

的享受等。 

因此，如果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能满足人们由心发出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单纯

地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并不能终止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探索和接受。也就

是说，中国客观的事实是，唯物主义理论并不能满足人的灵性需要，但基督教却能充分满

32
 参考论文：卓新平：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李向平：当代中国基督教公共价值观的表达途径；李灵：基

督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李峰：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任：基于世界观价值观调查中中国数据

的分析；陶飞亚等：基督新教对上海高校的影响和思考----以三所高校的调研为中心；孙尚扬等：国学

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和分析；上述论文均见：李灵、李

向平主编《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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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切对于真理和生命意义的寻求的主观诉求。因此，无论压力如何，基督教还将依旧在

未来的中国继续发展壮大，而这是无法阻止的。 

其实，自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内围绕着“政府管理宗教”这一基本命题的讨论

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观点各异，但官方学者在支持和维护执政党利用政权的管制权管理

民众的宗教活动、控制宗教发展方向立场一致。如今，在继续推行更加严厉的“管理手

段”之余，同时提出基督教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广度和深度”的具体要求，提倡“基督教中国化”。33 也就是说是要用“适应论”来

稀释“教义基督教”，使其因“中国化”而失去原有的发展动力，并改变其发展的方向。 

但是回顾基督教发展史，在世界各地，尽管圣经需要被翻译成不同文字，才能被不

同文化中的人们学习，有关信仰的描述也要尽量本土化才能为人理解和接受，但基督教的

实质从未被任何文化改造过。相反地，是各地人民在采用圣经观点，逐步“改良”各自的

文化。比如传统中国文化中留有女人缠脚，吸食大烟，一夫多妻和轻易弃婴等“陋习”，

却都是因为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逐步被扬弃。同时提倡普及教育，设立公共卫生制度

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化采用圣经启示的典型事件。而这些也从根本上改

变中国的社会风貌，并使其走向进步，与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接轨。而这一切都与后来

被一些中国人引入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后者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学者谢志斌曾指出：在当前人权讨论诉诸人的尊严思想时，将主要面临两大方面的

挑战：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而带来的个人、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均衡问题。二是边缘人

群和伤残者的尊严问题需要确立。34  

笔者以为，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甚至上升为制度认

同问题，乃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关注，并不是政治制度问题，而是

人的问题，是对任何制度下人的本质的问题。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制度并不能从根

本上改变人内在的问题，而且只有触及人内在“罪”的问题，认识到人对于“爱”的确实

需要，才会在社会中确立公平、公正，才会将“尊严”的边界覆盖到包括边缘人士在内的

33  http://m.gospeltimes.cn/news/44465（2019-6-11 存取） 
34 谢志斌：尊严与权利的改革宗神学进路；《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8 年（冬）特别号。第 81-112

页。 

http://m.gospeltimes.cn/news/44465（201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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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身上。调查显示，这些已经开始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发生，并将继续逐步发展的领

域。这表明，基督教不仅还将继续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