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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期，一些重要城市的家庭教會再次遇到發展
中的生存困境的挑戰。這些教會基本上都是近幾年
隨著信徒陸續的增加，漸漸形成幾百人到上千信徒
的有一定規模的教會。因著聚會人數的增加，有些
教會已經從居民區家庭聚會的模式，轉到寫字樓堂
會聚會的模式。作為非建制教會1，在持續性發展
的道路上遇到了與體制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筆
者曾經收到一個短訊，慨歎在這一段期間的心境：
「二月雪災、五月震災，中國夠苦，中國人多哀；
能否給我自由，到上帝面前訴說情懷？在鄰里，人
說我擾民；到商廈，又控我法外！我為民族祈福，
我為奧運喝彩；可是，我的祖國唷，哪裡是一塊
寧土，我可以向我的神安心敬拜！」比起這樣的慨
歎，大部分城市家庭教會的領袖們持更加積極的態
度以面對這樣的挑戰——雖然在一定時段裡，壓力
會持續，但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復興與發展的道路
是不可阻擋的，教會發展的主要挑戰也不會是來自
體制壓力，而是城市宣教與教會建造的挑戰！

一、中國城市化與家庭教會的轉型

二十世紀末期，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人口
遷移在世界各地發生。在80年代末期，著名都市
宣教學家Bakke說：「神正在將所有國家帶往都市
化。」2 中國也在這樣的時代中經歷著城市化的進
程。據統計，全世界50個人口最密集的特大城市中
有40個在中國，目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佔總人口
的39%，而且這個比例今後還將不斷升高。

城市化進程給農村地區造成極大的影響。筆
者在近期曾拜訪過北方的一些農村地區，發現很多
村鎮的小學甚至中學都不復存在了。因著青壯年人
口大量移向城市，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很多
學校已經招不到學生。結果關門的關門，合併的合
併，學校的數量大幅減少，這也迫使人口再次向市
鎮移動（為著孩子的教育）。

城市化進程也同樣極大的影響了中國農村地
區的教會。80年代復興起來，曾為中國教會主流的
農村教會，現在已經面臨青壯年同工嚴重流失的危
機。為著生計的需求，以及整個社會的轉型，青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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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經大量移向城市。這也引來中國家庭教會的型
態，從農村教會為主體轉為以城市教會為主體。

城市化進程中，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城市家庭
教會，也在短短十多年間迅速崛起。曾經被譽為
「第三工場」的學生及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新興家庭
教會，漸漸有成為「第三類教會」的勢頭。這一類
教會的特點是年青化、專業化、多元化。劉同蘇牧
師曾對北京46間家庭教會做過調查，發現76%的教
會有超過一半的會眾受過大專以上的教育；另外，
35歲以下年青人居會眾總數50%以上的教會，竟有
86.67%（90%以上的佔教會總數28.89%）3。調查
者也將北京家庭教會分成本地教會、民工教會、外
地商人教會、北漂教會、海歸教會、獨立學生團契
等多種類的家庭教會。

二、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存在型態

綜觀當今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雖然因著地
區的不同而呈現出一些存在型態的差異性，但整體
而言已經具備了小型、中型、大型教會等的多種存
在形式。作為非建制教會，能形成如此全面的存在
型態，也說明了家庭教會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可
發展的空間之巨大。筆者認為，引言中所提及的矛
盾，在一段時間內仍會繼續存在，但並不能攔阻城
市家庭教會從小型到中型、從中型到大型的發展進
程。

1. 小型城市家庭教會

北京、上海、杭州、武漢、西安等高校集中
的城市，最多的家庭教會型態是人數在30人以下的
查經班式的團契型教會。這些小型家庭教會，有些
是從學生查經班漸漸發展而來的，有些是三自教會
信徒自發組織發展起來的，也有些是某些教會團隊
有計劃的開拓而產生的。這些小型家庭教會大部分
沒有全職的傳道人，而是由一批信主時間較長及熱
心的平信徒領袖所帶領。這一類的教會生存力非常
強，在現今的中國都市環境中是最普遍，以及最有
繁殖力的存在型態。

2. 中型城市家庭教會

自2003年之後，北京、上海、廣州、廈門、西
安等地陸續出現幾百人，甚至上千人聚會的城市家

庭教會。他們或者租用賓館會議室、商廈寫字樓，
或者使用獨立一棟的建築物，在宗教政策未許可的
壓力下，仍以具規模的會眾聚會模式尋求強勁的發
展。在發展過程中，幾乎都面對衝擊和壓力。一些
教會在衝突中選擇了化整為零分植發展的路線，但
也有一些教會以堅韌的信仰品格，繼續保持堂會制
聚會的方式，並克服了多次的集中施壓。隨著城市
小型家庭教會的持續發展，這類堂會制中型教會將
越來越多地出現。

3. 大型城市家庭教會

中國城市教會中的大型教會，是指規模在幾千
人甚至上萬人的家庭教會。但這些大型教會不是在
單個會堂中聚集這麼多的信徒，而是在多個堂會或
聚會點聚會，但聯合形成一個體系的宗派型教會。
這一類城市家庭教會的代表應屬溫州教會。雖然溫
州教會信眾的文化背景不像上面提及的城市家庭教
會信眾那般高，但在規模及社會影響力上，溫州教
會為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留下了可供學效的榜樣。大
規模堂會制家庭教會在溫州不但遍佈各處，而且也
被社會主流所默認（或容忍），甚至融入社會的主
流文化當中發揮影響力。聖誕節期間數千人的街頭
福音佈道，或者上千人在劇場裡面的音樂佈道會，
象徵著主流文化對教會的接納。借用主流社會中的
商業組織和財政力量，無疑也是溫州教會的另一個
優勢4。中國其它城市的教會想發展成溫州教會的
規模，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而且在政教體制沒有
改變的情形下，也不太容易發展出上千人規模的單
個堂會聚會模式的城市家庭教會，但以多個中小型
堂會形成一個體系，將城市劃分為幾大牧區進行系
統化發展的大型教會，是可以發展出來的。

三、城市家庭教會與都市神學

可以說，中國的城市家庭教會已經進入了可
持續性發展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城市家庭
教會需要從城市化進程的普世性潮流中，發現神對
「城市宣教」的心意。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的國際執行主席馬克倫曾說：「聖經開
始於一座園子，結束於一座城市。我們若不顧城
市，就是背離神對整個創造的永恆救贖，與公義的
計劃。」5。城市不但是世俗影響力的中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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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世神施行拯救計劃的中
心——城市是神與撒但搶奪城
市靈魂的屬靈戰場。城市宣
教的挑戰可以說是現階段整
個中國教會最重要的任務之
一。

對於城市宣教，筆者認
為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目前已
經從開拓時期邁入了發展時
期。城市教會的數量及規模
會持續增長，並漸漸成為中
國基督教的主要力量。但城
市教會在成長的道路上，需
要發展出健全的都市神學作
為健康發展的基礎。都市神
學不只是需要通過城市社會
學認識城市的結構、功能、群體劃分、文化特徵等
方面，更需要從聖經及神學角度反思出都市宣教
神學。其實，聖經中重要的人物及事件都是在城市
文化背景中發生的，大衛、所羅門、以賽亞、耶利
米、但以理、尼希米等都是在城市環境中服事上帝
的。保羅的宣教更是以城市為中心推展開來的，大
部分保羅書信也是寫給城市教會的。甚至耶穌在十
字架上的受死只能成就於城市，在那裡羅馬的政治
力量及猶太人的宗教影響，都成為釘死神的兒子的
背景因素 6。

中國城市家庭教會要充分認識到環境的複雜
性、文化的多元性、潮流的多變性，擬定出智慧的
城市宣教的策略，參與上帝在中國城市中的救贖計
劃。中國城市家庭教會需要承繼老一輩所留下來的
「十字架」為核心的信仰路線，也需要從海外城市
宣教運動中借鑒豐富的都市宣教的經驗，摸索出中
國城市宣教的神學、策略、與方法，成就二十一世
紀中國城市福音化的異象。

四、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建造路向

中國城市家庭教會需要藉著實踐中的反省，發
展出當代中國城市的宣教策略，也需要在現今的處
境中發展出合神心意的教會建造路向。作為地方教
會，領袖訓練、講台事工、小組策略、婚姻家庭、
培訓體系、社區關愛、佈道宣教等都是構成教會建

造路向的重要因素，但面對充滿挑戰的中國城市宣
教，比起以上名詞性的事工術語，更需要發展出帶
有形容詞的教會建造路向——強壯、健全、有影響
力的大使命教會。

1. 強壯的教會

教會的信徒不是一群軟弱無力的基督徒，而是
一群被喚醒的平信徒，藉著門徒訓練奠定真理的根
基，培養屬靈的品格，願意委身於教會，並積極為
基督作見證。同時，強壯也意味著人數的強大。神
的心意不是叫一人沉淪，乃願意人人都得救（彼後
三9）。城市教會需要幫助各行各業的人能透過教
會各樣的事工去相信主及接受主，並且加入教會，
成為傳福音的人士。教會不是為人數增多而發展，
而是為擴展神國度而發展。強壯不但指聚會人數不
斷增加，更是事奉的人數不斷的增加。

2. 健全的教會

教會的事工需要關顧到信徒的全人成長，包括
兒童、青少年、大學生、單身、婚姻、老年等不同
階段年齡層的需要。為此，城市家庭教會需要從小
型到中大型的發展，或建立小型教會之間的區域網
路。健全的教會在各方面有充足的支援，牧養、教
導、外展、活動等都按著建立了的系統自然運作。
教會內各人按恩賜彼此服事，百節各按各職，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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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有服事主的機會，也明白自己在教會的身份和
責任。教會信徒均熱切履行和實踐主耶穌的大誡命
和大使命，平衡的遵行敬拜、團契、培訓、事工、
宣教上的發展。

3. 有影響力的教會

耶穌吩咐我們要做世上的光和鹽，要成為明
燈，照亮在人前（太五13-16）。教會在社區、城
市、特別在信徒周圍的親友中均具有強大的影響
力，以至能影響他們歸主、見證基督。城市教會
的信徒需要在各行各業——教育界、工商界、文藝
界、醫療界、體育界、思想界、科技界、政界、軍
警界、金融界、服務業等——興起發光！教會信徒
在個人復興、靈修、崇拜、教導、行政、行善等各
方面均表現出信徒應有的精神，並能在人力資源方
面彼此整合，以基督信仰影響當代中國社會文化。
城市家庭教會需要有意識的發展出社區及弱勢群體
的關愛事工，並在賑災及扶貧等方面建造全國性的
服務平台。

4. 大使命教會

我們相信失喪的人（未信主者）是神最關切
的，也應該是教會最關切的。教會不應該滿足於牆
內聚集敬拜的會眾，而應該看見牆外無數的還不認
識神的迷失羊群。神吩咐我們要遵行祂的大誡命和
大使命，但最終還是希望見到人人都悔改，不願見
一人沉淪；這是基督的心，也應該是我們的心。大

使命教會是宣教的教會，在本地、
外地以及海外跨文化、跨地區，廣
傳福音，訓練門徒，建立教會，拓
展宣教。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長期
發展方向，應該成為一個完成主耶
穌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向普世宣
教的教會。

結語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牽動
了無數中國人的心，極大地提升了
公共關懷的程度，同時也給予眾多
家庭教會信徒走上公開彰顯基督愛
心的機會。成都、北京、上海、武
漢、廈門、溫州、廣州、西安等城

市的家庭教會紛紛聯絡起來共同走向災區。一些家
庭教會領袖呼籲建立全國性的公共關懷平台，整合
資源從事愛心關懷行動。本文在引言中提到，多個
城市的家庭教會都遇到生存困境的挑戰，但這些並
沒有影響家庭教會走向公共關懷的意志及行動。從
這一現象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將逐
步走向公開化，並漸漸會以富有創造力的社會影響
力單元浮現在中國城市文化圈之中。中國城市家庭
教會也將會在非建制之中，尋索及發展出新一代城
市家庭教會的存在模式及建造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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