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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本書記錄了過去十幾年我對宗教治理的一些思考。從事

宗教社會學研究對我來說原本是一個誤會。1994年，我從重

慶偏僻小縣巫山考入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我原本時準備學習

保險，將來好找工作，偏偏當時南大招生目錄上的保險專業

設在社會學系下面，我就這樣誤打誤撞報考了社會學系。進

校之後我才知道這個保險專業更偏向於社會保障，頗有被騙

的感覺。幸運的是，南大社會學系有很多好老師，他們開闊

了我的眼界，也讓我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有「做學問」這樣一

種生活方式。在這些老師的影響下，我對社會學的興趣與日

俱增。誤會既然已經產生，那麼就不妨將錯就錯。兩年以後

選擇專業，我幾乎沒任何猶豫就放棄保險而選擇了社會學專

業。

在學習過程中，我瞭解到宗教社會學曾經是社會學的核

心，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都曾對宗教著墨甚多。碰巧的

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門徒會」在渝東、鄂西、陝南

一帶發展迅猛，我的一些親戚鄰居也捲入其中。1996年，

我利用暑假在家鄉做了一些調查，撰寫並發表了一個報告。

文章的出版讓我深受激勵，也堅定了我「以學問為業」的志

向。一晃小二十年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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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信徒。最後，在個人層次上，宗教首領的策略決定了某個

宗教能否脫穎而出，有效的組織動員、對周遭宗教文化的洞

察與吸收以及魅力權威的養成都有助於宗教的增長。

從進入這個領域開始，我研究的對象幾乎都是爭議性極

強、與政府關係極為緊張的信仰團體，諸如「門徒會」、

一貫道、法輪功、「東方閃電」等，社會學稱他們為「教

派」。這些團體遭到嚴厲的取締，有些漸趨式微，但是也有

一些反而會逆勢增長，一貫道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就是其中一

例。1949年以後，一貫道在大陸受到嚴厲鎮壓，只有為數

很少的信徒逃到台灣。但是台當局也對該教派心存疑慮，認

為他們敗壞善良風俗，進行裸體崇拜；島內媒體把一貫道蔑

稱為「鴨蛋教」。為此，員警經常取締一貫道的聚會，並將

有些信徒投入監獄。一貫道被迫轉入地下，成為秘密教派，

然而壓制並不能阻止一貫道的爆炸式增長。按照最保守的估

計，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台灣地區一貫道信徒人數超過三

十萬人。三十年壓制見證了一貫道從一個不足千人的新移民

教派成長為台灣島內最有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

為什麼受壓制的宗教反而會增長？本書的第八章運用宗

教市場理論對此問題進行了解答。我認為，壓制本身會產生

一些非預期後果，這些後果反過來會導致被壓制的宗教團

體逆勢飛揚。具體而言，壓制往往促進宗教團體進行教義創

新，提高信眾的來世收益；與壓制相伴而生的犧牲和污名有

助於降低宗教教義所蘊含的不確定性，從而讓宗教變得更可

信、更真實，吸引更多的追隨者，產生「信者恆信，不信者

恆不信」的局面；同時壓制構築了一道防護欄，將搭便車者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發現大多數門徒會成員都是農民，

家境不算寬裕，對利益也頗為計較。但是當他們加入「門徒

會」後，其精神氣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使很多人因此被罰

款或勞教，他們也不是選擇放棄而是更加堅定信仰，甚至以傳

道為業。這讓我感到困惑不解：這些「功利」的農民為什麼會

放棄切身的現實利益轉而追求看似「虛無縹緲」的拯救？他

們為什麼會參與類似「門徒會」這樣的「非法組織」？

一個比較流行的解釋認為，這些所謂「非法組織」的頭

目都是利用信仰進行斂財騙色或煽動謀反的騙子，普通信徒

則是被誘惑上當的「愚夫愚婦」。時至今日，這種看法仍然

具有相當的市場。作為社會學的從業者，我不願意將所有的

社會現象歸因於個人的特質或動機，而是試圖找尋其背後的

社會力量。用塗爾幹的話來說，我們需要用一種社會事實來

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

本書的第七章試圖從社會學的視角解釋人們為什麼會信

仰新興宗教。在我看來，急劇的社會變遷是新興宗教崛起的

沃土；變遷時代的宗教勃興可以從三個層次加以理解。在宏

觀層面，一方面，社會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們對

宗教的需求，另一方面，傳統宗教往往無力把握和解釋這種

變遷，其合法性受到質疑並漸趨衰落，這就為新興宗教的興

起提供了空間。在中觀層面，動盪會產生大量的流動人口，

傳統的社會網路瓦解，這些人成為新興宗教潛在的追隨者；

新興宗教扮演了社會橋樑的作用，把這些人重新組織起來，

給予他們精神的安慰和實際的幫助；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

徒文化連續性以及與外部社會有適度張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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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組織規模的擴大、教派成員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教派成

員的代際更替、以及專業化神職人員的出現，教派會逐漸降

低與主流社會的張力，向教會靠攏。本書第九章則以為，政

府管制是影響教派向教會轉化的一個關鍵因素。以一貫道為

例，我們發現壓制強化了教派的分裂傾向，阻礙了群體規模

的擴大和信仰的代際傳遞，同時也降低了教派領導層的專業

化程度。1987年一貫道在台灣地區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它開

始變革以求減少分裂、穩定組織和揚棄教義。這些措施使得

它與外部社會之間的張力明顯降低。這些變化反過來說明政

府管制對教派的變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這一點是以

往研究所忽略的。

但是馴服爭議性宗教團體絕非只有「解禁」這一劑良

藥；政府的作為同樣重要。循著這樣的思路，我將目光放到

了域外，看看美國如何處理類似的問題。本書第十章所分析

的摩門教變遷就是一個很好案例。最初的摩門教宣導並實踐

多婚，這與宣導一夫一妻制的美國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也招

致了美國政府的壓制。美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禁止摩

門教實行多婚制，發動民間人士獵捕多婚實踐者，在政治上

不允許摩門教控制的猶太地區建州，同時輔以充分的耐心，

歷經半個多世紀最終迫使摩門教放棄多婚制。摩門教的適時

妥協也避免了矛盾的擴大，該教派的爭議性也日趨降低，並

逐漸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美國成功地馴服了摩門教，但它

也有慘痛的教訓。1993年，在德克薩斯州的韋科城，發生

了舉世矚目的「韋科悲劇」。由於缺乏對大衛教的瞭解，加

上處理該事件的美國當局的誤判，大衛教派與美國軍警長期

拒之門外，提高了信眾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眾在精神

和物質上的淨受益；最後，壓制會促使宗教進行制度上的創

新，維持組織網路，讓宗教團體禁而不止，並在動盪的社會

中迅猛發展；所有這些未預期後果都有利於宗教的增長。儘

管這些認識基於一貫道的個案研究，我相信它們對理解類似

的現象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齊美爾認為，如同睡覺吃飯一樣，宗教是人的天性。與

此類似，宗教市場理論認為宗教的需求是恆定的，變化的是

供給；當傳統宗教受到擠壓，市場份額空缺，新的宗教就

會產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的「世俗化」不過是一個

自我限制的過程，試圖消滅宗教更是徒勞無功。本書的第

七章，「企業家邏輯與法輪功的演變」，提供了一個案例分

析，考證了法輪功如何從一個世俗的氣功團體轉變成一個新

興宗教。我發現，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對推動這一轉變起了

關鍵作用。面對競爭激烈的氣功市場，李洪志決定通過提供

一套有關渡人的理論將法輪功與其他氣功門類區分開來。他

還在組織架構和教義上引進一些機制來維繫練習者並防止潛

在的分裂。企業家邏輯支配了法輪功的從世俗組織向新興宗

教的轉變。

通過對現實和文獻的閱讀，我認識到壓制宗教難以達到

其想要的結果：或者導致宗教增長，或者導致新的爭議性宗

教團體的出現。那麼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與社會張力極高的

宗教團體？這是宗教治理的一個關鍵問題。用社會學的行話

來講，這些團體屬於「教派」。傳統的「教派—教會」理論

認為，教派在誕生之初往往與外部社會關係緊張，但隨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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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他的宗教觀」，即認為只有一種宗教獨佔真理，其餘

宗教皆為虛妄，因此需要加以壓制。宗教紛爭也由此而起，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一切宗教反對其他的一切

宗教。獨立後，美國制定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不立國教，宗

教治理由「國教模式」轉變為「以社會為中心的多元管理模

式」；社會成為約束宗教團體的主要力量。美國政府雖然在

戰術層面不太具體干涉宗教團體，但在戰略層面它非常重視

宗教。其宗教戰略大致有兩個目的：對內利用基督新教促進

國族認同並為其政權提供合法性，新教成為美國的「隱性國

教」；對外建構「宗教自由」的話語，「宗教自由」成為推

行美國價值觀並以此進行外交施壓的籌碼。

對美國宗教治理的研究開始讓我認識到宗教戰略的重要

性。宗教不僅是個人信仰的私事，更是事關國家認同與文

化認同，用亨廷頓的話講，就是宗教定義「我們是誰？」

（who are we?）。很顯然，沒有新教，美國不成其為美

國；沒有猶太教，以色列也不成其為以色列；沒有伊斯蘭

教，沙特也不成其為沙特。那麼中國呢？帶著這樣問題，我

開始關注傳統中國的宗教治理資源。作為我國歷代王朝宗教

治理的集大成者，清代的治理方略非常值得我們研究。在本

書的第十二章，我略微論述了把清代對藏傳佛教的管理。我

把它概括為「弱勢平衡」與「犬牙交錯」策略。清廷重點冊

封了達賴、班禪、章嘉和哲布尊丹巴四個系統，分別掌管前

藏、後藏、外蒙、內蒙的教權，呈「四足鼎立」之勢，有效

避免了某一活佛的權勢過於膨脹；清政府允許甚至有意促成

宗教多元的格局，任其「各行其道」；與此同時世俗政權據

對峙，最後大衛教所在的卡梅爾莊園燒成廢墟，整個韋科悲

劇造成80多人死亡。本書的第十一章對這一事件有詳細的分

析。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開始從個案研究延伸到宏觀層面，

焦點是治理方略如何影響到總體的宗教發展，這些研究呈現

在第二篇。最初關心的是台灣地區治理模式的轉變及其影

響，見本書的第四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台灣地區

的宗教治理經歷了從「以國家為中心的選擇性管制模式」到

「以社會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公眾輿論與「司法」機

構取代「情治單位」成為管理宗教的主要力量，政治對宗教

的干預減少，宗教治理主體多元化，俗稱宗教解禁。宗教解

禁對台灣地區的宗教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原本受政權支

援的宗教組織漸趨式微，新興宗教數量出現井噴；民間信仰

擺脫「迷信」污名，廣受社會各界歡迎,其組織化程度也明顯

提高；傳統教派致力於制度化、教義的轉化和形像的提升，

他們與外部社會的張力也有所降低；儒教在台灣地區仍然具

有強大的生命力；基督教雖然未能在台灣地區迅速發展，卻

也基本保持穩定。解禁後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出現所謂的「宗

教亂象」，但總的說來宗教在台灣社會中扮演了積極與正面

的角色。

之後美國的宗教治理進入我的研究視野。殖民地時期美

國遵循「國教模式」治理宗教。在這種模式中，世俗政權被

視為特定宗教的強制性代理機構，宗教則為國家提供合法性

基礎，其特徵是一教獨大，萬教齊喑。國教模式背後是「獨



Preface

 Since China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social phenomenon 
hitherto not appeared in China is the rapid emergence 
of religion in public domain. Contrasting to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re religion was 
almost nowhere to be seen, religion began to re-
surface in all forms and types paralleling to the rapid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world.  Some religion, such 
as Christianity, has experience a rapid in increase of 
followers and enjoyed the highest level of believer 
percentage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ever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ese about 1,500 years ago. No 
wonder the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Ye Xiaowen, said 
that “This is the Golden Era of Religion in China.” 
Despite the phenomen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religious groups 
are still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re mostly agonistic or atheist as China 
still has the largest group of non-religious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gainst such socio-political back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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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絕對的權威，各宗教都在其轄制之下維持弱勢，單一的宗

教組織很難獨大，這就是所謂的「弱勢平衡」。與此同時，

清代統治者將五台山和承德營建成藏傳佛教聖地，漢藏宗教

在地理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錯的格局。

以上所有的思考都是試圖為當代中國的宗教治理提供一

些借鑒。第三章則分析了過去六十年我國宗教政策的變遷及

其影響。總體而言，當前國人享有較高程度的實質性宗教自

由。鉗制宗教自由的因素大概有兩個來源：社會層面的不寬

容和政府層面的壓制。很多新興宗教難以在中東和以色列發

展，主要原因就是老百姓的原有信仰會排斥新興宗教，這就

是來自在社會層面的不寬容。但在我國，民眾原本的宗教信

仰不強，尤其是排他性宗教在我國影響不大，因此國人對各

種宗教都比較寬容。從社會層面來講，我國的宗教自由程度

非常高。在國家層面，儘管宗教管理部門有心削弱宗教的影

響，但很難落到實處。宗教局的地位比較邊緣、人員配置較

少，也沒有執法權力。面對人數眾多的信眾，他們即使想管

也有心無力；一旦宗教事件涉及社會穩定，公安部門才會介

入，但通常情況下，公安機關也不會去主動理會宗教事務；

因此宗教管理事實上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

通過這些研究，我認為宗教治理的關鍵在於做到戰略與

戰術結合，也就是道術相濟。具體而言，在戰略上我們要瞭

解宗教、尊重宗教並善加利用宗教來促進文化認同和國民性

的塑造；在戰術上儘量推動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讓社會介入

宗教治理，用法律和耐心處理來自非主流宗教團體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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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opus is an extremely timely work to address 
on such a critical issue which few, if any, in China 
could have written so eloquently and convincingly 
based on solid sociological researches. He has 
provided the reader not only the current theories on 
religious sociology, but also several important case to 
illustrate the implications on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Further he has also included 
the hitherto religious topic that had been ignored-
-the Religious Movements which will surely be an 
important theme in China’s religious landscape in the 
days to come. This book is also inter-phasing between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 rare 
quality that places this book beyond academic arena 
into the realms of policy circles makers. I believe that 
this book will raise new discussions on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will 
open frontier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 and will make lasting impacts on 
policy makers on religious affairs in China.

 Chan, Kim-kwong, Ph.D.; D.Th.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emergenc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challenge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t both the poli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n religious affair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ar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address the growing religious 
dynamic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t the 21st Century.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 are 
many attempts by academia to study this religious 
phenomena in China as religious studies are now 
getting more popularities among scholars . Since the 
State Orthodoxy is still Socialism (atheism) which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academic studies of religions 
would become a means to promote religion as some 
studies backed by perhaps religious groups might 
have such inherent intention, most of the scholarships 
are currently focused on more neutral themes such 
a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regional case studies, 
or development of particular religious groups. Some 
focus on the legal or administrative challenges and 
they are mostly either justifying the current practices, 
or suggesting the adaptation of a model from other 
countries. Few, if any, would look into the timely 
issue of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Drawing from his long years of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overseas, Professor Lu Yunfe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