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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世 宣 教

在政府登記的合法三自教會被打擊的同時，官

員們卻邀約非法的家庭教會談話；這個矛盾的現象

令專家們感到困惑。中國是進入另一個毛澤東時代

的清算時代，還是引進宗教開放時期？最近，無論

在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層面，都出現矛盾的訊號，

使人感到迷惘，任何事物都無法定準。但是，我們

仍有理由保持樂觀，因為福音事工蓬勃發展，必將

有要事發生。

自從2014年4月三江(San Jiang)教會被夷平以

來，浙江省黨委書記夏寶龍(Xia BaoLong)開始打擊

教會，並以三自基督教會及天主教愛國教會為主。

有「東方耶路撒冷」1 之稱的溫州，已有1,200-1,500

個十字架被拆除，幾十間教會被摧毀。2015年7月

打擊教會的事件劇增，教堂頂上的十字架被燒毀；

基督徒律師張凱(Zhang Kai)被捕 (編按：已於3月底

被釋，回到老家內蒙)，還有20名教會領袖及活動分

子「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當黑雲籠罩溫州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的國家安

全部，卻於2015年6月在北京約見一批全國知名的

家庭教會領袖；這是共產中國歷史上的首次。會

上，官員們詢問有關家庭教會的大小、與三自教會

的分別、本土神學問題、家庭教會的復興、福音的

西傳、少數民族、異端、社會關懷、城市化等，以

及對家庭教會合法化的建議，為家庭教會被官方接

納帶來一絲希望。2

為何北京允許打擊三自教會？

其中一個揣測是：中央政府有人要測試三自教

會在基督徒眾多的溫州地區的實力，準備發動基督

教中國「本土化」3 的全國運動。三自教會建築宏

偉的教堂及顯著的紅色十字架，與西方的大教堂相

仿，有別於較不顯眼的「本土」家庭教會，可能某

些官員認為後者較適合中國。

另一合理的解釋是：內部的政治問題。習氏實

行改革政府，剷除貪腐及低效率作風，允許持續打

擊教會，可給予中央政府改組統戰部、宗教局及三

中國大陸的

   矛盾訊號
盧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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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愛國運動的機會。

最簡單的解釋是：中國總體正走向保守性新毛

式意識型態(Conservative Neo-Maoist ideology)。這

個新興的左傾運動是懷念毛澤東時代，並且更新國

家主義，以抗拒自由分子。視這些分子為高舉反中

國的民主思想、多元化信念、自由社會，其實與西

方掌控的世界秩序掛鈎。而基督徒看似與這些自由

分子在同一陣線上。4 隨著基督教聲譽的提升，中

央政府的左傾人士支持該省保守派政府限制基督教

的增長。

然而，這些打擊反強化了三自教會。面對數以

百計的警員，三自教會信徒英勇地捍衛十字架的故

事，感動了家庭教會的信徒。數位城市家庭教會領

袖聯署聲明支持浙江三自教會，這是家庭教會領袖

第一次跨越分界，與歷來的對頭站在一起。

習氏為何開始與家庭教會領袖對話？

一個具說服力的論點是現實主義：習氏需要找

出一個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公民被承認的方法。但

悲觀的人則認為北京此舉是引誘家庭教會領袖，要

將他們納入政府的規管內。不過，一位有份參與其

中的主要家庭教會領袖認為，這次的北京談話是習

氏政權真心的改變：

「從接待、言談、內容及傳達的訊息，(政府)

上層要解決這問題⋯⋯讓家庭教會在社會裏有合法

的地位。這是我們的希望及禱告。」這位領袖繼續

說：「他們對家庭教會抱很大希望⋯⋯他們要求家

庭教會建基於聖經教導，至終趨向政教分離。」

重要意義

如果這段話真實反映政府領導層的見解，這次

的談話只可算是一個屬靈突破，對幾十年來為中國

忠心禱告的回應。

這對家庭教會有利，經歷了60多年的艱辛持守

信仰，現在可能首次被承認合法。這將應驗一位北

京教會牧師對中國教會的異象：有一天這地下信仰

運動要成為「造在山上的城，世上的光」，成為一

支普世宣教的大軍。5

前景

有四個可能性：

1.  同受逼迫：三自和家庭教會一同遭受全國

性的打擊。

2.  保持原狀：家庭教會仍被視為非法，一如

以往在受壓的環境中運作。

3.  合法地位：家庭教會合法化，但受到一定

的限制和壓力。

4.  政教分離：可能性極低。對教會而言，這

可能是最危險的。

第一項是最壞的景況；然而，逼迫有助教會強

壯、進深，準備日後浮面。

第四項是最自由，也是最好的，卻可能對教會

不利，因為要面對物質主義及消費主義的挑戰。

第三項最有可能發生，也對教會最有利。因為

有限度的自由，讓教會有空間擴展，而在壓力之

下，教會可以更淨化。

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將有激烈的爭論。許多城市

教會及大型農村教會體系樂見新的開放，但是不少

曾受迫害的傳統家庭教會可能選擇不浮面，並視與

政府有任何聯繫為妥協。教會的註冊與不註冊，會

持續至家庭教會的下一代。

合法化的利益

許多人對倡導進入較自由的社會發出警告。普

世的教會常將中國教會理想化，視為基督教在艱辛

的情況下興盛的模範，對西方教會的衰落，歸咎於

過份自由。

然而，中國或許會跟隨1970-1990年代的南韓

模式發展。以往的逼迫及苦難，使南韓教會靈命深

化，預備教會在經濟騰飛的環境中快速增長，積極

參與宣教。2014年，南韓差派了26,766名海外宣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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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會帶來許多好處：

1.  家庭教會可在法律保障下租用或購置物業。

2.  地下神學院可公開培訓新一代的領袖。

3. 主日學、青年小組、學生及成年事工、家

庭、婚姻、輔導事工以及教會出版都可正常發展，

漸趨成熟。

4. 基督徒可較公開地接觸鄰近社區人士，並投

入關懷貧困及老人事工。

5. 本土非官方機構、孤兒院及基督徒扶貧、救

災事工，可以有更多活動空間。

一個明顯的好處是有助中國教會日後的普世宣

教事工。6 2015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宣教中國

2030會議」，850位家庭教會領袖及年青人聚集，

討論「在2030年前差派2萬名宣教士」的異象和目

標。7 一個合法化的環境，有助建立有效的宣教士

差遣機制，差派宣教士到海外服侍。

三自與家庭教會之間的隔閡會逐漸消失，開始

真誠地和解，另一可能的結果是：三自教會蛻變，

真正自治、自養、自傳，更像家庭教會。在一個宗

教自由的環境中，依賴政府資助及指導的三自教

會無法生存，只有健康的「三自」教會才能繼續成

長。

不確定的因素

目前一些因素，可能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不

利。例如：習氏在政府內部除貪腐之戰，及國內經

濟增長率降至6.5%，可能會引起國內不安，未來難

以預料。另一方面，國家主義的伸展及軍事繼續加

強，最近南中國海的軍事磨擦，反美情緒也不斷上

漲。如果臺灣的選舉令他們走上更獨立的途徑(像民

意調查所顯示)，以及美國共和黨員2016年入主白

宮，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能趨向衝突，這對教會很

不利。

合法化的可能性雖仍面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一位北京牧師卻很樂觀地說：「不論有沒有逼迫，

教會必會完成她的使命。現在是實踐中國2030異象

的時期⋯⋯在2030年前差出2萬名宣教士。」

我們 (非中國教會) 該如何回應？

在預備家庭教會至終取得合法地位時，我們必

須謹記幾個要點：

1. 中國福音遍傳的責任主要應由中國人承擔。

對中國的宣教策略應著重在支持的角色，與本土教

會建立伙伴關係。家庭教會合法後，不再有安全方

面的問題，但任何外國的參與，可能被視為干預國

內事務。

2. 家庭教會合法後，專門及專業事工的門將大

開。當地教會將發展專門事工，同時建立不同性質

的福音機構。

3. 在普世宣教方面，中國教會應抱學習的態

度。中國必須汲取西方及韓國宣教運動的成敗教

訓。單以中國的影響力，就可以大幅推展或嚴重阻

礙福音事工。在跨文化的國外宣教事工上，中國教

會需要普世教會。

4. 我們 (非中國教會) 必須願意犧牲，並願意出

去。中國教會領袖在觀看誰在差遣宣教士，他們詢

問為何西方的大型教會及「有宣教使命的」教會8 

不差出任何宣教士，很想知道從這種膚淺信仰中學

到甚麼功課。

結論

中國的複雜情況繼續令普世教會感到困惑。這

個國家明顯走上了新毛國家主義的方向，預期會有

更多壞消息。經過時間的考驗，前面仍有希望，這

並不是基於實用主義，或對家庭教會合法化有利的

政治情況。

神在回應普世教會為中國及她的領袖們的禱

告。曙光已顯露，因為神已按祂的時間在一些中國

高層領袖心中動工。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中，這真是

不可思議，神是否預備中國在普世宣教上要扮演的

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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