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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經過80年（1928年始）1對少數民族的研究，
加上著名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教授在1988年2提出的
中國民族理論的影響，這30年來，關於中國少數民
族的研究論文、出版書籍、文章、研討會，可說是
百花齊放及爭鳴，隨時可在書店內找到許多認識少
數民族的資料。3筆者想藉本文提出一些認識，也提
出一些宣教策略。

一、少數民族的識別

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及多元一體格局

一般的認定，中華民族4歷經多元的舊石器和新
石器、夏商周及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
唐、宋元、明清、民國時期，一直到現在，其多元
一體格局才算正式誕生。若從夏王朝時期算起，中
華民族從起源到最後形成，整整經歷了5千多年漫
長的歷史過程。5

費 孝 通 教 授 認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發 展 是 先 經 過
新石器時代黃河中流文化區：前仰韶文化（主前
6000-5400年）─ 仰韶文化（主前5000-3000年）
─ 河南龍山文化（主前2900-2000年）的衰落，及
被黃河下游的青蓮崗文化（主前5400-4000年）─ 
大汶口文化（主前4300-2500年）─ 山東龍山文化
（主前2500-2000年）─ 岳石文化（主前1900-1500
年）所取代及向西擴張，說明了中華民族分散聚居
在各地區，並分別創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這是中
華民族的多元格局。然而，在多元中各族互相爭
競，汲取外在的優良文化，形成交流的過程，這是
一體的格局。6 再經過夏、商、周的改進發展，又
經過西周的聯盟及割據，而在春秋戰國互相爭雄的
500多年裡，各地人口流動，造成文化交流，至秦
滅六國統一天下，在這段時期裡，中華不同民族的
形成已趨明顯，造成今天的格局。7 可見中國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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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不是過去幾十年才出現
的，是經過幾千年的歷史變遷而形成的。

對少數民族的識別也有許多異議。中國政府早
在1952年就派人到偏遠地區訪問不同的民族，而
1955年派出700人組成16個工作隊進行調查，經過8
年，一直至1964年才完成。據報，當時的數據指出
有400個民族群體提出申請，要政府承認而被拒，
後來名單上留下183個，但仍不被公開接受。直至
1976年，才把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定為55個。8但
是按揚天民的定義：一、如果兩個人不能理解對方
的語言，就認為他們是不同的民族；二、如果兩個
人有同種語言，但講不同的方言，卻把他們分為不
同的群體，需要個別分析。9按此定義，中國應有
439個不同的少數民族；10 如此，相信中國最少有
350個少數民族群體「迷失」了。

不管怎樣，今天中國應該還有許多「未識別的
民族」。11 他們在我們的眼中都是寶貴的，無分少
數，或極少數，或未被列入成為未識別的民族，主
耶穌頒下的使命是要向萬民（希臘文ethne， 英譯
ethnic）傳福音：「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
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14）

少數民族及基督徒比率

以下是按「中國少數民族」網頁，把中國少數
民族分類為：12

滿蒙篇：朝鮮、滿、赫哲、錫伯、鄂溫克、鄂
倫春、達斡爾、蒙古、保安、東鄉、土，共11族。

西域篇：回、撒拉、塔塔爾、烏孜別克、哈薩
克、維吾爾、裕固、柯爾克孜、塔吉克、俄羅斯，
共10族。

蠻越篇：土家、畬、瑤、苗、仡佬、侗、水、
佬、毛南、壯、布依、傣、黎、京、高山，共15

族。
古羌篇：藏、門巴、珞巴、普米、羌、白、

彝、基諾、哈尼、拉祜、納西、 僳、怒、獨龍，
共14族。

尋僥篇：景頗、阿昌、布朗、德昂、佤，共5
族。

如果詳細考查這些少數民族的分類，便會發現
他們的形成及所聚居之地，主要是因為幾千年來的
遷移、戰爭、民族之間的仇恨或追趕，甚至有時本
族之間的戰鬥及為了糧食、氣候等某種原因而分散
各地。即使遷移，大部分仍會凝聚在某片的地區。

各族的信徒人數及比率

族名 信徒人數及比率13

朝鮮族 600,000人，31.19%
滿族 10,000人， 0.09%
赫哲族 100人， 2.16%
錫伯族 400人， 0.21%
鄂溫克族 100人， 0.33%
鄂倫春族 30人， 0.37%
達斡爾族 2,000人， 0.76%
蒙古族 6,000人， 1.03%
保安族 未知 ~ 0%
東鄉族 10人，0.002%
土族 400人， 0.17%
回族 2,000人，0.02%
撒拉族 3,000人，0.0015
維吾爾族 未知
哈薩克族 500人，0.01%
裕固族 200人，0.73%
塔塔爾族 10人，0.02%
烏孜別克族 100人，0.40%
柯爾克孜族 10人，0.01%

族名 信徒人數及比率

塔吉克族 500人，0.08%
俄羅斯族 1500人，10%
土家族 30,000人，0.37%
畬族 400人，0.017%
瑤族 1,000人~ 0%
苗族 50,000人，0.4%
仡佬仫 500人，0.09%
侗族 1,600人，0.05%
水族 1,000人，0.15%

佬族 1,600人，0.77%
毛南族 3,000人，2.80%
壯族 50,000人，0.28%
布依族 5,000人，0.17%
傣族 1,000人，0.09%
黎族 2,000人，0.08%
京族 1,500人，2.66%
高山族 3,000人，0.71%
藏族 9,770人，0.18%
門巴族 未知

族名 信徒人數及比率

珞巴族 未知 
普米族 30人，0.09%
羌族 300人，0.10%
白族 50,000人，2.69%
彝族 200,000人，2.5%
基諾族 500人，1.44%
哈尼族 9,000人，0.01%
拉祜族 50,000人，11.02%
納西族 1,000人，0.3 %
僳族 300,000人，47.25%
怒族 4,000人，13.91%
獨龍族 1,500人，19.53%
景頗族 50,000人，37.84%
阿昌族 2,000人，5.89%
布朗族 150人，0.1%
德昂族 200人，0.1%
佤族 75,000人，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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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少數民族在文化、風俗、語言等等，各具
其特色，盼望讀者（特別是華人及中國人基督徒）
有機會多欣賞他們。14

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也反映了多元一體的格局。
截止到1998年底，中國境內共建立了155個民族
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
（旗）120個，還有1,256個民族鄉；總計在55個少
數民族中，有44個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另外，中
國29個省及自治市中，有11個（內蒙古、遼寧、
湖南、廣西、海南、貴州、雲南、西藏、青海、寧
夏、新疆）的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0%，而吉林、甘
肅也接近10%。15

這樣的分佈格局告訴我們，要向中國少數民族
宣教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二、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

經過幾千年，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
的宗教信仰。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這些古老民族
是因為不認識真神，另外從自然界尋找崇拜的對象
而產生這些信仰。例如，洪水的故事不只是在漢族
人中留下記錄，也在苗族、毛南族、侗族、壯族、
布依族、水族、景頗族、彝族、佤族、阿昌族、獨
龍族、珞巴族、黎族、畬族、瑤族、滿族、鄂倫春
族、柯爾克孜等民族中（其中許多是與洪水相似的
「葫蘆」故事）留下記憶。16盼望我們能夠對他們
的信仰有更多的認識，可以更有效地向他們傳福
音，早日把他們帶到真神面前。

的確，過去有一些少數民族因為宣教士的工作
而大大的改變了。例如在1901年，美國宣教士楊威
廉（William Young）向緬甸北部及中國雲南南部
的拉祜族傳教時，發現神已經在拉祜族中做好了準
備，拉祜族人對他說：「我們已經等待了很多個世
紀，我們已在一些村子修好了房屋等著你來。」很
多拉祜族婦女的腰佩帶著鏈子，她們說：「我們拉
祜族從遠古以來就佩帶鏈子，它象徵著魔鬼對我們
的束縛。你是『歸撒』的使者，只有你將已失傳的
『歸撒』的書帶到我們的心裡後，才可以斬斷那束
縛我們的鎖鏈。」接著的幾年，就有6,000多名中國
的拉祜族人接受了洗禮。17

一些民族有其主要的宗教，但也有不少的族群
仍有古老的信仰，以下簡單介紹其中6種：

1. 古老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

自然崇拜（animism, nature worship，或稱萬
物有靈崇拜）的對象相當廣泛，有天地日月、山石
水火、風雨雷電、動物植物。信奉者相信萬物都有
靈魂，這些物體會給人類帶來禍與福。有的民族所
相信的鬼神有數十種或上百種。如納西族的東巴
教，根據麗江東巴人文研究所的統計，信奉的神靈
多達2,400種。18

天地山岳崇拜尤以西南羌族最典型，祭天是重
大的宗教活動，白族、納西族的祭天儀式多在村中
的草坪上進行，有巫師主持。

少數民族很多都住在山林裡，植物遂成為崇
拜的對象；傣、哈尼、 僳、拉祜、景頗、納西、
白、毛南等，在山寨中都有一棵代表樹（神樹），
在樹下舉行祭祀活動。  

2. 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

認為某些物、植物和民族有血緣關係，並含有
神秘力量，所以敬拜之。

僳族的圖騰（Totem）有虎、熊、猴、羊、
蛇、鳥、魚、蜜蜂、 、麻、茶、竹、柚木、霜等
等20多種。而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族以熊為圖
騰，侗族則以蛇、土家族以白虎為圖騰。

而瑤、苗、滿族都是崇拜祖先的。

3. 本主

一種社神，與農耕社會有關，屬多神崇拜。本
主多數不只一個，本主的家人也被崇拜，有時多達
80多位親戚一起被崇拜。白族人的本主有歷史英雄
人物，南詔及大理國的則為帝王。

本主崇拜多有本主的廟，廟會是每年重大的祭
祀活動。大理的白族就有938座，舉行廟會時會有
兩三萬人聚集，並附帶有許多文藝活動，如唱白族
調、打霸王鞭、舞龍耍獅、跳牛、踩馬等。

4. 薩滿教

以主神崇拜為主，配合自然崇拜、動植物崇
拜，流行於東北及西北邊疆的少數民族之中。每個
民族都自己主神的名字，多造有主神的偶像。信奉
薩滿教的主要有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族，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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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錫伯、蒙古、土、哈薩克、柯爾克孜、裕固族
等有部分殘留。

5. 苯教

也稱黑教，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道教、薩滿教
的思想，崇拜天、地、水、火、雪山等。主要活動
是唸咒、驅鬼、占卜等。門巴、珞巴族和一些藏族
人信奉苯教。

6. 東巴教

這是納西族的原始宗教，以自然崇拜及祭祖為
主要內容，並留下了1萬多種的東巴文經典。

以上只是某些少數民族的古老信仰，但也有不
少的族群是信奉主要宗教的。如信仰藏傳佛教的有
藏、蒙古、土、裕固、門巴等民族，還有信仰伊斯
蘭教的回、維吾爾、哈薩克、東鄉、撒拉、保安、
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等，以及部
分信仰基督教的苗、瑤、京、拉祜等民族。

結論：少數民族宣教策略探討

我們深信上帝愛中國1億1千多萬的少數民族，
盼望他們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祈求上帝的靈
感動更多人關心、認識，並差派宣教士向這些少數
民族傳福音，特別是海外及中國內地的華人教會。
深知中國教會過去30年（指改革開放30年）努力地
傳福音及建立教會，更盼望能在這世紀中期（2050
年）之前在國內所有的少數民族中建立本族的教
會，使福音真正得著每一個中國的民族。

綜合以上分析，讓我們可以看見向少數民族宣
教的路途已準備好。

1. 所有的少數民族已被識別出來：今天有許
多研究資料及書籍幫助我們深入認識這些少數民
族/群體。按照「群體宣教策略」（People Groups 
Strategy），前半部的工作已完成。19 現在是推動教
會向這些族群宣教的時刻。

2. 普通話的普及：1億1千多萬的少數民族大部分
都可以說普通話，使用漢字。相比要向其他國家的少
數民族宣教，這是何等的有利條件！就如保羅時代羅
馬帝國各地區的人民一樣，流行說希臘語。因此，今
天許多漢語聖經或中文的福音資料都可以使用。

3. 相同的文化習俗：雖然中國的少數民族有其
獨特的文化習俗，但是許多少數民族的風俗節日都
與漢族人一樣；就如春節，許多少數民族也一起過
春節。因此漢族傳道人在文化上與他們交往並不是
那麼遙遠的事。

4. 易達的聚居地：少數民族就按著類別聚居
在中國偏遠的周邊，並且是一群群的，外人容易辨
認，也容易到達他們的聚居地。而中國政府在1956
年後逐漸為他們設立自治區，不只使他們的文化特
色能繼續保留，也容易集中管理，因此外來的人容
易個別地接觸他們。今天中國的道路及鐵路都普
及，要到不同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並不困難，甚至有
許多少數民族就一群群的住在城市周邊。20 北京市
就有111個民族村。

5. 溫順的人民：從過去的歷史看見，這些少
數民族和漢族人，歷世歷朝多數是和平地相互來往
的。早在秦漢時代開始，周邊國家和中原的朝廷已
有邦交，或擁有和平自治的權力。幾千年來，這些
少數民族就在中原四周地區活動、生活，多年來的
和平相處，除了幾個少數民族稍為敵視漢人外，其
他都和漢族人彼此相安，甚至融合，使漢人宣教士
可以順利進入他們的群體。

6. 一些群體早已受基督教影響：例如朝鮮族、
僳族、拉祜族、景頗族、獨龍族等，早已受到基督教
的影響，今日宣教士要進入他們當中繼續發展工作並
不困難。即使一個受天主教影響的京族，當中多數是
掛名的天主教徒，如今基督教的宣教士也容易進入他
們當中把真理傳開，所以許多基督教的家庭聚會在其
中出現，並未受到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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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較開放的宗教信仰：許多少數民族只有傳
統的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但這些原始信仰已非昔
日那麼「根深蒂固」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多數只
成為一個習慣，尤其是年青一輩。所以基督教要傳
入並不會遇到太大的攔阻。

看到以上這幅宣教圖畫，深信上帝已為我們準
備好向中國少數民族差傳的機會。

最後，向每個關心中國少數民族的教會或差會
提出宣教的策略：

1. 研究及認識：針對每個少數民族群體，特
別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風俗、語言、生活、居
住地區、曾與基督教的接觸等等，編寫資料文件、
禱告項目或宣教方法，讓教會或信徒認識。在這方
面，市面上已有許多現成的書籍、網站、多媒體等
資料，可節省許多時間。

2. 動員召募：把以上編寫好的資料，在教會或
聚會中傳講，召募那些被聖靈感動的人作宣教人。

3. 職前訓練：跨文化宣教工作要作得好必須
有良好的訓練，除了基本的神學、聖經、牧養、佈
道、開荒植堂、教會增長、牧養、輔導等訓練，還
要有針對跨文化宣教的課程配合，如語言、差傳、
文化學習、宣教策略，甚至翻譯、印刷等，都是重
要的職前訓練項目。如今中國已有多間跨文化宣教
學院及一些短期在職的跨文化訓練班，可把這些召
募來的人派去接受訓練。

4. 差派及領養：成立差傳機構，差派已受訓的
宣教士。這些差傳機構儲備有專門的宣教人材，配
合教會在經濟上的支持，把宣教士一個一個的差往
不同的少數民族群體之中，不管是短期或長期的宣
教事奉。

5. 支援：差派不只是把人送出去，還需要其它
方面的配合，比如文字、詩歌、聖經翻譯、多媒體
福音製作、門徒訓練、神學教育等等，讓宣教士及
被福音得著的民族繼續得到這些「宣教後期」的幫
助，建立更穩固的本土化教會。

6. 交託：在宣教過程中，當帶領了少數民族
的人信主，就要立刻著手栽培及訓練，使他們也懂
得傳福音和牧養其他信徒。宣教士在當地植堂後，
要想到如何把教會交給當地信徒，最好的辦法是訓
練熱心愛主的信徒成為領袖或是傳道人（可把年青
領袖派往城市中的神學院受裝備，然後回來當傳道

人）。最後是要引導這些少數民族的教會也成為宣
教差傳的教會，繼續向附近的少數民族宣教。

如今，中國教會的跨文化宣教及差派工作只
能算是一個起步。根據筆者的認識，現在最少有7
間宣教學院正在訓練宣教士向少數民族宣教，也知
道有超過50多個教會「團隊」（這是用來形容一組
一組的教會）組織了差傳部門，進行差傳工作。在
中國更有穆斯林基督徒團契、哈薩克基督徒團契設
立。維吾爾族基督徒也聯合起來，建立了40多間
本族人的教會及訓練傳道人。在布朗族、傣族、苗
族、彝族、藏族、土家族、蒙古族、達斡爾族、京
族、莊族、東鄉族中也有積極的宣教工作（筆者所
知道的有限）。盼望未來10年可以看見更多少數民
族歸主。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
豎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

女肩上扛來。」（賽四十九22）

註釋

1.	研究中國少數民族一般以常乃德《中華民族小史》（愛

文書局，1928）出版為開始。

2.	費孝通教授在1988年8月22日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發

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後，奠定了近年研究

中國少數民族的理論基礎及潮流。

3.		筆者曾在2008年12月初到北京西單圖書大樓內擺放中

國民族的書架上一算，關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書籍就超過

300種。

4.		一般的定義，認為「中華民族」（英文特譯Chinese	

nation）是與「國家」觀念對應的，而「少數民族」可

改稱「少數族群」（英文特譯ethnic	minorities），要

把這些側重文化意義的「族群」與ethnic	minorities對

應起來。見寧騷：《民族與國家》（北京：北京大學，
1995），頁13-14。

5.		徐傑舜：《從多元走向一體：中華民族論》（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2008），頁56-95，有詳細的討論。

6.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

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6-8。

7.		黃光學、施聯朱編：《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

出版社，2005），頁26-34。

8.	見揚天民：《中國的少數民族》（馬來西亞：協傳培訓

中心，2004），頁24。

9.	同上書，頁16。

10.		這樣的劃分並不是揚天民首次成立，他只是恢復1956

年中國政府曾作的研究。同上書，頁24。

11.	可繼續參考揚天民之書，書內詳細地把中國439個少數

民族群體的情況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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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見「中國少數民族」網	//hor.16280.com。少數民族

人口的調查變數也大，中國政府有「高方案」、「中

方案」、「低方案」預測法，方案之間差別約7%－

20%。

13.		基督徒人數是作者多年探訪各地在少數民族中的宣教

士獲得，數目或者會更高。

14.		中國新華網h t t p : / / n e w s . x i n h u a n e t . c o m /

ziliao/2003-01/21/content_700050.htm	有55個少

數民族的服裝照片。另外，《中華56個民族動畫故

事》VCD（北京：正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個簡

易及趣味性高的影片。

15	.	參「中國少數民族網」http://hor.16280.com/ems/。

16.		同5書，頁99-106。

17.		同8書，頁213。

18.		汪石滿：《中國民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頁179。

19.	群體宣教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搜集群體分佈

的情況，了解他們的文化、語言、宗教、職業、居

住、血統等資料；第二個階段則是支持和認領，那就

是推動全球教會透過禱告、人力和金錢來向未得之民

傳福音。

20.	2007年8月28日，北京市政府就召開會議並通過文

件要關注北京市內111個民族村的權益。已給他們修

路、供應清水、建立學校，還派駐本身民族的專員協

助各種社會及法律的需要。

（作者為中國多間神學院及跨文化宣教學院院

長，多年來在中國宣教及編寫了許多關於中國宣

教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