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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上海地區海歸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探討 

摘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統計，自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 2012年止，中

國各類留學人員總數達 264.47萬人，其中 109.12萬人選擇歸國1。中國留學人員

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國家，因而創造了許多接觸基督信仰的機會，進而接受洗禮成

為基督徒，並且帶著全新的身分認同回到中國，成為「海歸基督徒」。海歸基督

徒不僅得面對重新適應中國環境的挑戰，也遭遇到中西教會文化差異的衝擊，在

受限的中國宗教環境下，海歸基督徒必須學習中國基督教會的聚會文化，甚至其

基督徒身分認同在中國的環境下，竟某種程度成為就業、職業發展，甚至婚姻對

象選擇上的阻礙，因此，對於海歸基督徒來說，基督徒身分認同的維持也成為一

大挑戰，於是部分海歸選擇了放棄，部分卻為了信仰堅持到底。對於海外信主的

海歸基督徒而言，中國的宗教環境相對陌生，因而產生了許多不適應的情況，但

該群體也因此為中國家庭教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挑戰。儘管如此，相對適應中國宗

教環境的海歸基督徒群體在中國基督教發展中，逐漸展露頭角，以其多重認同展

現了中外資源連結的跨界整合潛力，部分海歸個體甚至以其跨國人脈與資源，創

造了許多嶄新的宗教事業表現形式，如：慈善福音事業、海歸事工、教會聯盟等，

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注入新血。 

 

關鍵字：海歸、中國基督教、認同、海外華人、宗教 

 

 

                                                      
1
 參考自：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63/201202/130328.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63/201202/130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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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ies of Christian Returnees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Lin, W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rom 1978 to 2012, approximately 2,644,700 Chinese studied abroad 

and 1,091,200 of them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afterwards.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mainly studied in Christian countries and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ntact 

with churches. Some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decided to be baptized and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They then returned to PRC with a new identity--- Christian returnees.  

Christian returnees did not merely face to the challenges of re-adaptation to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cultur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churches. Under the restricted religion policy of PRC, Christian returnees who were 

baptized abroad need to lear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gathering, for instance, the 

mobile gathering in house churches. To some extent, returnees’ Christian identity has 

even become an obstacle to employment, career life and spouse selection. Therefore, 

it is now a challenge to maintain the Christian identity and many returnees just give it 

up. For those returnees who still hold on Christianity, they have on the other hand 

becom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estern churches and China with their 

multi-identities and ability to integrate trans-boundary resources. For example, 

numerous new styles of Christian enterprise, such as charities, returnee ministry and  

church alliance, have been created by the returnees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network 

and resources. 

 

KEYWORDS: Returnee, Christianity in China, Identity,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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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2011 年的夏天，正當筆者苦思論文題目之際，有幸至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跨校修習蔡彥仁教授所開的「基督教研究專題」一課，窺得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

們所做的努力，並且發覺中國基督教課題中的學術潛力極大。筆者原只希望學習

到更多的基督教研究相關內容，沒想到所獲得的啟發卻超乎所求所想。該堂課以

當代中國基督教為學習主軸，將中國基督教發展現況揭示在未曾深入接觸過此領

域的筆者面前：從基督教為一個世界宗教的角度，切入基督教研究，再從基督教

的跨國架構轉移到當代中國宗教，以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卓新平的著

作《「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來看中國官方對於政教關係的觀點與態度。

卓新平認為政府應依法管理宗教，雖政教關係難分難解，但中國以「政」管「教」

的態勢自古以來從未更改。對中國基督教毫無概念的筆者來說，蔡教授所提供的

中國基督教背景更是逐步幫助筆者構建出海內外學者眼中的「當代中國基督教」，

無論是中國基督教為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包袱逐漸走向本土化的相關文獻閱讀，

有連曦的《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H. Daniel Bays 對於中國基

督教本土化教派的發展，還有 Ryan F. Dunch 在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day 中指出中國基督教的脆弱、發展與困境，另外還有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溫

州基督徒商人與資本主義、關於三自教會的研究等文獻，還有吳梓明、高師寧、

李峰等個案研究的著作，豐富的學習內容讓筆者對於中國基督教在各個時代所遭

遇的困難挑戰，與現今的蓬勃發展與外在環境的張力等等現況產生了高度的興

趣。 

與此同時，筆者亦持續四處尋找可探討的論文題目，在尋找的過程中無意間

從網路連結到位於北美的海外校園雜誌社網站。這是一個由美國校園福音團契所

創辦的文字機構，源頭是由台灣與北美的基督徒所開創，而海外校園雜誌社於

1992 年創辦於美國洛杉磯，是一個出版品面向中國學人需求的基督教雜誌社。

當時該雜誌社網頁右方有一欄文字吸引了筆者的目光，那是篇協助校對刊物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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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是有關一本名為《海歸手冊》的刊物，雜誌社希望該手冊的出版可以幫

助回國的中國學子在歸國前後都做好心理與信仰上的準備，並幫助這群海歸準備

歸國後在各方面的調適。該手冊除了協助海歸更了解中西教會的差異與歸國後可

能的期待落空情形，也以提問的方式幫助海歸進一步思考自身的生涯規劃與方向。

對此，海外校園雜誌社在網路上釋出《海歸手冊》初稿內容，供海內外廣大讀者

群進行閱讀並協助校對工作。筆者從這樣小小的一格網頁告示，開始注意海歸的

相關訊息，包含近年來中國社會對於海歸群體歸回中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而衍生

出的新詞，如：海歸、海待（海歸待業）、海鷗（空中飛人），而海歸相關的新聞

報導也因為各地方政府的重視而有不少的探討，但是此類受公開的中國媒體，在

海歸問題的相關議題討論上，卻幾乎不可能觸及基督教或基督徒的宗教敏感警戒

線。反觀各基督教媒體，暫且不論中國政府管轄之下的基督教組織，台灣與海外

的基督教媒體難得關心到中國海歸基督徒所面臨到的困難，畢竟這不是關乎生死

的議題，但近年來部份海外教會的牧者開始在基督教媒體上呼籲各教會關心海歸

群體，還有部分福音機構或海外教會開始進行海歸事工以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近

年來有關中國海歸或是中國海歸基督徒的各項報導與探討逐漸在基督教界浮上

檯面，顯示中國海歸基督徒相關的議題逐漸受到宗教界的重視，但學術界卻在這

群體的研究腳步上略遜一籌。 

又 2007 年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舉辦「神州情月禱會」活動時，特別為中國的

海歸派禱告（王曉恩，2007），而《基督日報》也報導了 2007 年 4 月 12 日在海

外所舉辦的「海歸研討會」（柯嘉怡，2007），僅限神職人員與有意到中國創業者

參加，至於研討會內容與參與人員名單皆不對外公開；2008 年 9 月 16 日，海外

校園出版社在網站上公告，說明海歸是海外校園培訓的重點事工，而將於 2008

年 10月與 China Source機構共同召開「海歸事工研討會」，海外校園出版社於 2009

年正式出版了《海歸手冊》，截至 2012 年 10 月為止，海外校園出版社已經辦了

五屆的海歸事工研討會。這些關於海歸的報導與半公開的資訊，引起了筆者的興

趣，想必海歸的相關問題一定在某地成為一個議題，乃有如此急迫的需求，使得

出版社願意針對特殊需求出版特殊的刊物。筆者嘗試以這樣的發現來進行思考，

並搭配當時在政大所修習的中國基督教專題內容，那瞬間，筆者發現一直以來在

師大所學習研究的「海外華人」領域，竟在「海歸基督徒」這個概念上，自然地

與「中國基督教」研究領域結合了。「海外華人」與「中國基督教」這兩個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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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關的研究領域，近年因全球化的移動態勢而結合在許多新興課題上，而「海

歸基督徒」研究即為其一。「海歸」一詞不僅代表了其海外的經驗，亦呈現出其

歸回母國的現況，因此，研究場域也從海外轉移回母國，將「海外華人」的研究

帶出「海外」，回到母國，也就是現今許多學者所專注的中國。無論是將「海外

華人」的研究場域移出「海外」，或是在「海外華人」的研究課題上，加入「宗

教」、「認同」或「政治力」的元素，都不是新穎的課題，但只有在中國的海歸基

督徒身上可以同時看到在「歸僑」、「宗教」、「政治力」影響下的認同問題與其矛

盾和適應。促成筆者進一步探究的另一個原因是，目前針對「海歸基督徒」的課

題仍少有人進行相關的學術研究，其研究性之可看性可想而知，又因為中國對於

宗教議題的敏感度高，二手資料蒐集不易，因此必須直接前往中國找尋第一手資

料方能成就此類研究，這樣的社會環境背景讓中國「海歸基督徒」的探究散發出

一股神秘又耐人尋味的魅力。 

    談到研究場域，為何本文選擇上海作為研究場域，而非北京或其他大都市呢？

簡單來說可以從「就業」和「宗教」兩方面來討論。上海為中國的第一大都市，

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市，擁有大量外商公司並提供國際化的就業需求，這些公司的

徵才需求吸引具海歸背景的人才，亦促成海歸聚集於上海的態勢，截至 2008 年

為止，約有 5 萬多名海歸在上海工作，其中約 3.2 萬人已定居上海，海歸在上海

申辦的企業已經超過 3000 家，總投資額高達 5 億多美元（朱鑫海、徐寶安、楊

莉萍、張連石、馮治強，2008，頁 60）。至於上海與基督教的淵源，早在 1821

年即有傳教士前往考察，而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上海

即為其一。此後，上海成為各差會與傳教士設立傳教分站的熱門地點，成為中國

基督新教發展中的重要傳教站，而後雖歷經了非基督教運動、三自運動、基督教

控訴運動的摧殘，但隨著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上海的宗教環境雖歷經風霜，

卻因先天條件的具備而在許多方面仍比其他大都市開放和進步。上海全市於

1992 年，在基督新教方面開放了基督教堂 26 所、基督教聚會點 58 個，但至 2007

年為止，上海市共開放了基督教堂 167 所（晏可佳，2008），進展驚人。筆者選

擇上海為研究的場域，一來由於海歸密集地聚集在上海，因此非常容易找到受訪

的海歸群體，二來筆者更能在相對開放自由的上海市內體會所謂的中國宗教自由，

也親身參與並生活在海歸歸國後的生活場域中，體驗以上海海歸的角度看中國的

宗教環境，也有助於將來以上海經驗與中國其他不同都市的宗教環境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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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統計，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到 2012 年為

止，中國赴海外求學者總數達 264.47 萬人，其中卻只有 109.12 萬留學人口選擇

回國。2012 年以來，隨著中國政府針對海歸學人的各式優惠政策紛紛出爐，加

上國際經濟情勢不佳、國外就業不易，因此海歸回國的速度有加快的趨勢，也造

成海歸回國後的就業競爭越發激烈、各式海歸相關問題浮現，例如：住房問題、

就業與職場衝擊、子女教育、文化衝擊等。其中在社會上最廣為討論的則是「海

歸」對於就業薪資的期望過高而變成「海待」（海歸待業）的問題，此類海歸大

都不具有無可取代的高度專業技能或特殊國外工作經歷，因此，這些海歸對於就

業的高期待無法在薪資中表現出來，而造成高學歷卻失業的社會現象，對於大部

分的海歸而言，薪資水準與中國本土學歷背景者的薪資水準相差不大，顯示出中

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海歸群體逐漸在大都市湧現並越見普遍，

擁有海外學歷或海外經歷的海歸普遍在就業上不再具有特殊優勢，海歸的光環早

已褪去、不復現了。《舉目》第 41 期刊登的＜美國華人海歸基督徒歷史簡介＞

中，Stacy Beiler 提到，海歸派無法將所學貢獻祖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歸國學生

之間缺乏互動、交流與合作。」（2010，無頁碼）海歸回國之後，面對充滿競爭

與挑戰的現實環境，心裡卻仍保存著對於西方社會的美好記憶，因此在中國有許

多非官方的組織成立，如：海歸網、海歸論壇、中國青年海歸協會等，定期透過

網路的號召讓各地區的海歸們聚集在一起進行社交活動，或找尋伴侶、或談論工

作辛酸、或分享歸國成就、或只是單純建立人脈網絡。畢竟，擴大人脈網絡就是

增強將來彼此幫助的可能性，而大部分海歸基督徒亦可以透過國內外親友轉介，

找到不公開的地下家庭教會，以定期的聚會的方式進行社交與情感上的交流。 

在這群歸國的海外菁英當中，尤其是歐美地區的學子，很高比例都在海外接

觸到基督教信仰，並在海外建立了身分認同。許多中國留學生隻身在海外求學，

身處於不同種族的社會文化之中，留學生可能因為語言、種族與文化的不同而遭

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教會則提供了留學生一個可以尋求慰藉、關懷與愛的場

所，在一些大城市裡的華人較多，因此華人教會就成為中國留學生遙想家鄉、尋

求中國認同的所在。在許多城市裡，尤其在歐洲，華人社群的聚集程度不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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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城市較少有華人教會，但是當地教會仍然以「學習英語」或是「對外國人

友善」為號召，吸引了當地中國留學生前往參加教會活動，有些當地教會則是為

此特別成立國際學生團契，協助留學生適應當地生活並提供一個情感慰藉的場所。

這樣不同類型的教會都為隻身在外的留學生們，填補了他們對於「家」的思念與

渴望，而不少留學生就在這個時期接受基督信仰，在海外的教會裡建立起身分認

同。另外還有少數中國留學生在前往海外之前已經是基督徒的身分，在出國前已

經建立基督徒認同，或是部分留學生在回國之後才決定歸信基督教。基督徒認同

建立的時間可能在出國前、海外期間，或回國之後才產生此認同，出國前後建立

的基督徒認同之時間、地點、方式皆與出國期間所建立的認同有些許差異，但因

為這些差異並非本研究所關注的重點，因此，本研究將不針對此三類基督徒認同

建立的先後差異多做著墨。 

對於這群海歸基督徒而言，特別是海外歸信基督教的這群，回國後除了面對

與其他海歸同樣的困境，又因為本身的基督教信仰背景，若希望在回國後繼續保

存其基督徒身分與認同的話，就需面對尋找教會的歷程、政府在宗教聚會上的限

制、中西教會差異性，以及信仰與職場上的價值觀拉扯等問題。海外歸信基督教

的海歸基督徒群體，由於尚未在中國建立起宗教相關的網絡，因此在尋找聚會地

點、融入中國宗教環境等方面，需多費心力加以適應，再加上海內外教會特色的

差異，和基督教價值觀與中國部分商場價值觀有互斥的現象，因此，在種種矛盾

衝突之下，很大部分的海歸放棄了以定期聚會保持其基督徒認同，部分海歸甚至

直接放棄了基督徒的身分，轉而認同社會的價值觀，回到單純海歸的身分。而剩

下的海歸基督徒，則嘗試在中國相對不自由的宗教環境下，找到自身信仰的棲身

之處，甚或以創新的方式持續或擴大自身的基督徒認同。 

《基督日報》指出，海歸基督徒尋找教會時，有三條出路：三自教會、知識

份子與專業人士教會，或是自組海歸教會（王曉恩，2007）。參加三自教會是最

合法也最易接觸基督教的途徑，而知識分子與專業人士教會則取決於是否有人引

薦或帶領，才可取得聚會的資訊，至於海歸教會則因應部分海歸基督徒希望同類

相聚的需求而產生，大多較為封閉、不太歡迎外來者。無論是哪種家庭教會，家

庭教會領袖都需要熟悉政府的政策與相關法律規條，並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的彈性，在聚會地點的選擇、聚會人數的管控、聚會音量的降低，甚至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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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友國籍別的控制上，與當局有時鬆有時緊的宗教管制態度上做彈性的調整，

有時甚至是極機動性的調配，家庭教會可說是遊走在中國宗教合法性的灰色地帶

中，機動性高、小心謹慎又具有彈性。 

中國改革開放後，雖在各式政策上越趨開放，在宗教的管制態度上也逐漸朝

向開放與管理的態勢，但有一點中國政府的態度從未軟化，那就是對外國傳教士

再度進入中國傳教持反對的立場。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中國政府對於外國人在中

國的存在原就相當小心，再加上宗教亦為中國當局列為敏感的議題，無怪乎外國

傳教士的雙重敏感身分會遭受中國當局的管制與打壓。而對於西方基督教團體來

說，中國的海歸群體的湧現，是否能取代過去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位置呢？目前

雖然缺乏海歸群體中基督徒比例的數據，但海歸現象確實創造了西方的基督教再

度進入中國的可能性，海歸基督徒甚至得以取代了過去外國傳教士的功能，並以

其中國人面貌、身分與社會地位來創造更大的傳教效益，又基於城市擁有較優的

發展潛力與就業機會，海歸回國後大多居住在大城市裡，而在大城市所接納的是

世界各地與中國各地的人口，若真有那麼一天，海歸基督徒接手過去外國傳教士

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那海歸基督徒對於都市中基督信仰的傳遞上，將會成為一個

重要的媒介，尤其上海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聚居了大量的海歸與中國

各地的人口，其潛力是無窮的，因此上海實為一適合觀察海歸並取得第一手資料

的不二選擇。 

海歸基督徒身處無神論架構下的共產體系，其專業知識技能對中國的經濟與

進步有許多貢獻，亦為中國政府想要吸收的菁英群體之一，但海歸派基督徒所攜

帶的海外基督教元素或甚至與海外基督教群體的友好關係，卻是中國政府極力管

制打壓防範的部分。因此，海歸基督徒如何克服初回國的不適應、如何適應中國

國內的宗教狀況並做出反應、如何延續從海外帶入的基督信仰，亦或是結合海外

資源與國內人脈，形成外拓性宗教組織，或形成海歸之間的封閉型聚會方式，即

成為一個可以觀察的議題，而海歸基督徒如何在政府的管控下為其信仰與認同找

尋合適的生存方式，甚或持續發展，都為本文欲深入探索之處。 

以下為本研究所凝聚的三個研究問題： 



7 
 

(一)  海歸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建立、保存或流失。 

(二)  海歸基督徒回國後基督徒認同的調適與發展。 

(三)  海歸基督徒以海外背景所產生的跨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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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對於生長在自由國家的人們來說，「自由」是個理所當然的公民權，沒有人

也沒有公權力會干涉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國的宗教環境卻不是如此。當筆

者在 2012 年踏進上海這塊土地之時，偶在街道上看見政府管控的三自教堂頂端

的十字架，感到眼睛一亮，但這驚喜的次數和頻率卻遠遠低於官方或非官方所統

計的千萬或億萬基督徒數量，因為可見的教堂數量根本無法裝載如此多的基督徒。

雖說這樣的現象是早已預見的事實，但真實處於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去感受時，大

部分教會存在的隱蔽性還是大大的震撼了筆者，甚至有筆者認識的長期居住在上

海的非基督徒，從來不知道也從未感覺到基督教會的存在。上海身為一個國際大

都市，歷史上亦為許多外國差會設立總部之處，或中國本土基督教派如靈糧堂和

基督徒聚會處的主要基地或發源地，但這樣與基督教息息相關的宗教歷史文化背

景卻在各樣反基督教運動之後被迫中斷其連結，現今也因為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

限制，而這使上海地區日益擴大的基督徒群體在社會上，幾乎呈現出隱形的狀態，

僅能在地下默默地以一個看不見的規律運作著。因此，即使身處於一個知名的國

際大都市，紙本資料、電子資料的取得也是十分有限的。筆者曾透過朋友的關係

網絡，嘗試向上百個中國海歸基督徒發出簡單的網路問卷調查，但有如石沉大海，

連一份問卷也沒有回收，這是在台灣進行研究時鮮少碰上的狀況，無奈，面向中

國海歸的網路問卷調查想法終告失敗，顯示海歸群體（或中國基督徒群體）對於

陌生人的戒心，他們不輕易表態，也不隨便留下個人資料，因此，最重要的資料

來源取得，需來自於第一手的訪談資料。家庭教會在社會中的隱蔽性與敏感度，

提高了研究者收集第一、二手資料的困難度，但也提高了本研究的可看性。 

    本文採用四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參與觀察法和歸納分析

法。以下就前往田野調查前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說明。 

    筆者在前往上海進行田野調查以前，先以文獻分析法歸納出海歸基督徒歸國

後的適應問題與困難，將其分為一般性問題與海歸基督徒因身分而額外面臨的挑

戰，此乃參考海外華人基督教組織面針對華人所出版的刊物或電子刊物為主，例

如：美國的《舉目》雜誌、美國的《海外校園》雜誌社通訊及其網站、海外華人

創辦的《基督日報》、台灣的《基督論壇報》、海外校園所出版的《海歸手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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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再篩選出所有與「海歸基督徒」或「海歸」相關的報導、文章和出版品，

成為前往田野調查前主要的資料來源。從上述的資料內容，亦可以略知海外地區

對於海歸基督徒的相關議題之觀點，然後再輔以具濃厚中國觀點的中國海歸相關

叢書、《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各式相關政府組織網站、

中國宗教政策相關書籍等，最後參考《中國網》、《新東方網》等中國網站的海歸

相關報導，希望在海外基督徒觀點與中國觀點間，嘗試歸納出中國海歸基督徒歸

回中國後普遍遭遇到的困難。以上都成為設計訪談大綱、前往田野調查前的知識

背景。 

    筆者從資料中也歸納出海歸基督徒回國後聚會的五種狀態：（一）參加官方

教會；（二）進入家庭教會；（三）自創教會；（四）很少聚會；（五）不再聚會。

筆者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接觸了上述五種聚會狀態的海歸基督徒，包括參加當地

官方三自教會、官方國際教堂、海歸為主的家庭教會、一定比例海歸的家庭教會、

外籍人士以華語為主的家庭教會、外國人以英語為主的家庭教會、彈性搭配參加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活動等，而受訪者對教會的涉入程度也從自創教會者、牧者、

核心同工、信徒、很少聚會者，都有一定的接觸。至於第五項之中的「不再聚會」

類型，筆者曾經透過介紹人接觸過一次，但有趣的是，該名海歸始終未表明自己

的「基督徒身分」或曾經是基督徒，而在筆者表明研究目的後，該名海歸仍未提

供任何意見或想法，僅有當時在場另二名目前仍持續聚會的海歸表明願受訪，這

樣的接觸結果或許可以顯示，對於那些已經放棄基督徒認同者而言，基督教相關

議題的發展已經不是他們關心或參與的重點，也或許他們將這「放棄」之舉視為

不願再度碰觸的敏感話題，但本研究無法得知「放棄」群體確切的心理狀態或原

因，因而本研究對於此類缺乏深入的了解與訪談，此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 

    本研究針對上面五種海歸的聚會流向，從 8 個不同教會的核心人員推薦開始，

以滾雪球抽樣的方式找尋下一個願意受訪的中國海歸基督徒。由於談論議題敏感，

筆者已盡量做到取樣的平衡，本次訪談一共接觸到來自15個教會的25名受訪者，

包括從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法國、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海歸基

督徒，年齡在 25 歲到 50 歲之間。在清楚告知訪談目的並取得受訪者同意之後，

以「深度訪談法」安排每次約一個小時的訪談時間，訪談次數則從一次到三次不

等，訪談地點則讓受訪者決定，從一開始與受訪者的接觸來看，受訪者對訪談地

點的選擇大多與其身分的敏感度高低有關，身分敏感度高的（如：教會領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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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選擇在「家中」或「聚會點」中進行訪談，至於一般的會友則大都不介意選擇

公開場合進行訪談。當提到稍微敏感一些的關鍵詞時，亦會刻意壓低音量顯示其

謹慎的態度，但筆者也有遇過身分敏感度高者（如：核心同工）選擇在公開場合

受訪，或從頭到尾壓低音量，或四處張望，因此受訪地點的選擇應與受訪者本身

自覺其分享內容的敏感程度而定。至於訪談時間長短與次數是依照受訪者的信任

程度、分享內容的豐富程度等實際狀況來進行判斷，此缺點是研究者可能在未取

得受訪者信任的前提下，誤以為受訪者能提供的資訊不多而僅安排一個小時的訪

談。在這個部分，研究者盡可能在訪談前先與受訪者安排一次會面，不僅向受訪

者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訪談內容、個人資料保護措施等，並開始與受訪者建

立關係。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以預先設計好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內容的

大略方針，不按照訪談大綱的提問順序而是依照受訪者的思緒來發問，並依照受

訪者個別的特殊性對訪談大綱進行內容的彈性調整。訪談的過程中，筆者儘可能

不說話、不插嘴，讓受訪者可以針對提問暢所欲言。信度方面，由於訪談的內容

為受訪者個別的生命經歷，因此第一手的訪談資料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但在提

及實際數據或以猜測的態度回答筆者提問時，筆者亦會針對該處多做細部查證，

方採用該部分材料。在處理資料方面，由於訪談內容涵括受訪者信仰歷程、追求

信仰過程中的困難與突破等等或會觸及個人隱私的內容，基於尊重受訪者的隱私

權，在文章中亦尊重受訪者的意願以代號或化名的方式呈現，而受訪者所提及的

機構與人名，亦以代號或化名的方式呈現在文中，以保護受訪者隱私並維持讀者

閱讀的流暢度。筆者在中國田調期間，亦接觸了部分對於海歸議題具相當程度了

解的非海歸人士，甚至親身經歷身旁的新海歸從尋覓教會、固定聚會，到最後很

少聚會的歷程。筆者認為，這些人士所提供的訊息與其經歷具有參考價值，因此

亦會在文中使用，但不在 25 名受訪者名單之內。 

   筆者考慮到「深度訪談法」缺乏的受訪者實際聚會情境背景，因此本研究同

時亦採用「參與觀察法」來補充這方面的不足。筆者實際造訪數個海歸聚集的教

會或聚會點進行參與和觀察，並得知海歸群體身處的各種聚會模式、聚會人數以

及聚會的氣氛等等，因而更能體會本文受訪者所處的情境，並得以比對訪談資料

中的語境。筆者在田調期間有幸參觀了 11 個教會的聚會場所，實際參與了其中

6 所的主日崇拜或平日聚會，其中包括官方教堂與家庭教會聚會點。官方教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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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任何介紹人引薦，只要是開放時間都可入內參觀或參與聚會，家庭教會聚會

點大多分布在商業大樓或住宅區裡，需要有介紹人引薦方能進入，而較大型的家

庭教會則傾向租用酒店的會議廳進行主日崇拜，通常以「培訓」、「開會」等名義

租用場地。筆者也曾遇過主日聚會開始前，主持人會先提醒會眾，現在是「開會」、

而大家都是某某公司的「員工」，而第一次參加者大多要起身向大家介紹自己的

名字、誰介紹來的，顯示出在家庭聚會中的引薦制的重要性。這個部分，筆者使

用「參與觀察法」來了解海歸基督徒回國後的聚會場所、聚會方式、聚會氣氛，

與該教會海歸數量的多寡等等，由於教會活動既有的程序限制，筆者參與主日崇

拜時，以「完全參與者」（complete observer）的角色參與該場域，不表明研究

者身分而是直接以參與者的角度進行自然的觀察與互動。筆者參與聚會點的活動

時，則以「參與者一如觀察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的角色，先表明研究者

的身分之後，以參與為主、觀察為輔的態度與受觀察者進行相對自然的互動，相

較於「觀察者一如參與者」（observer as a participant）以觀察為主、參與為輔的

態度，筆者認為前者的角色能讓研究者較自然的存在於中國家庭教會的研究場域

之中。筆者對於聚會場所的位置、聚會流程、聚會人數、會友年齡、首度參加者

的背景、聚會中使用的語言，以及會友與研究者的互動等作觀察與記錄，這些資

訊都幫助筆者能夠更清楚理解並體會受訪者回國之後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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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文使用「海歸」一詞取代台灣學術界慣用的「回流」或「歸僑」，乃因本

研究所關注的群體為中國大陸的歸國群體，而「海歸」一詞目前雖無官方定義，

卻帶有強烈的中國地方性色彩。在中國，說起「海歸」，一般人都知道是什麼意

思，也能準確地開始侃侃而談「海歸」相關話題，雖然每個人心中對「海歸」的

定義有所差異，但「海歸」一詞確實為談論中國歸國群體相關話題的準確用語，

若研究者使用的是「回流」或「歸僑」一詞，恐怕無法如同使用「海歸」般，以

簡短的詞彙來表達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方向，或許會較難引起共鳴。又因地方性特

色的緣故，恐無法使用「回流」一詞來表達「海歸」所能代表的群體在中國當地

的概念，「海歸」兩個字代表了由「海外」「歸回」「母國」的意思，也隱喻了「由

中國出發、在海外移動、之後又回中國」的移動模式，並且視中國為母國，所以

「海歸」的概念不包含外黃內白、在海外土生土長的華裔族群，而指仍具有中國

國籍的華僑、在中國出生成長具外國國籍的第一代海外華人，或具有海外經驗的

中國人，這與「回流」的討論範圍有所不同。由於「回流」、「海外華人」、「華僑」、

「歸僑」、「華裔」的相關名詞解釋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因此不再贅述，但

無論在具體概念闡釋，或在命題的合宜性上來看，運用「海歸」一詞來貫穿本文

是最適合不過的。 

海外有一定生活經歷的，我想至少一年吧…我覺得國家的身分不是特別重要

的區分，因為即使拿了海外國籍回來的，我也認為他是海歸。（T-01-0506） 

    「海歸」一詞的出現，最早可考的出處是在 1999 年鳳凰衛視的訪談節目中

提及，即「海歸」為「海外歸來」的簡稱（劉俊，2010，頁 18）。對於「海歸」

一詞的定義，中國維基百科的定義為「特指從海外留學歸國的人員，在中國大陸

頗為流行。因為『海歸』和『海龜』諧音，因此也有作『海龜』的用法。」1，

其中並未對海歸經由何種方式、留學幾年才歸國的細節等多做定義。中國政府目

前並未對「海歸」一詞做出官方的明確定義，因此乃根據各地方政府開出的海歸

優惠政策申請資格來看各單位政府機關所認定的海歸的條件為何。申請海歸優惠

                                                      
1
 為 2013 年 3 月 13 日使用中國維基百科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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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資格限制，有的需要國外學士、碩士以上學歷，或從嚴規定博士以上學歷

方得申請，但有的方案只需要在國外留學一年以上即可申請，表示中國各級地方

政府對於海歸的定義並無一致。根據出版一系列海歸叢書的王輝耀（2007）在著

作中收錄的海歸對象之海外背景來看，不只是一年以上的海外留學經驗者，甚至

連在外經商或是短期出國交流的學者，都可以被歸類到「海歸」群體。在王輝耀

的定義中，「海歸」不一定非得具有數年的海外居住／求學經歷。美國海外校園

出版社針對海歸基督徒所出版的《海歸手冊》中，對於海歸的定義為「在中國生

長、能說普通話，出國前對國內情況有一定程度了解，為離開中國一年以上，到

過海外進行學習、工作的歸國人員，和他們的眷屬。」（海外校園同工，2009，

頁 8）黃意植認為：「雖然海歸派的定義眾說紛紜，必須考量到留學地點以及停

留的時間，但事實上中共官方的認定才是最重要的，而中共官方對海歸的認定，

就是這些人才必須具備專業技術與突出的成就，並且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黃

意植，2008，頁 29-30）隨著時代的變遷，出國留學、進修、交流的機會越來越

多，於是「海歸」一詞的定義，若單從字面上來解讀，則只要出國過又稍有成就

的人們皆可自稱為「海歸」。嚴格來說，海歸並不是一個因特定目的而集合而成

的群體，基本上也不具有群體凝聚力，「海歸」之稱是來自於社會所給予的被動

總和，是社會將某群人的某部分經歷放大檢視，而將之定義歸類出一群稱為海歸

的人們，而這樣的稱呼通常帶著褒義，因此人們也樂於接受、承認這樣的稱呼。

這群到過世界各地的人們，嚴格來說並沒有共同的記憶，但因社會將之歸類，並

與其他人做一區分，海外學子回來後樂於成為海歸，並且在群體內共享那來自世

界各地、不屬於中國的異鄉記憶。 

    由於「海歸」的定義眾說紛紜，本文採用具普遍性的「海歸」定義，即「只

要有一年以上海外經驗者，無論曾前往海外從事求學、就業、移民等，現已經定

居中國內地，自認或被公認為海歸者」，皆為本文所要討論的海歸群體。而筆者

亦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自香港歸國者也被公認為海歸。《海歸手冊》所使

用的案例之一，即為赴香港攻讀博士學位的海歸，在香港求學歸回內地者，也屬

於海外歸國的海歸。（海外校園同工，2009，頁 126-132）香港雖在中國領土範

圍內，但因其特區地位，無論在教育、文化、政治、社會環境等方面，都與中國

內地有很大的不同，部份海外歸國者甚會選擇香港為其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這

些人在進入內地的都市前，選擇先在香港試試水溫，適應環境之後，才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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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繼續尋求發展，香港特區的特殊性在此也被突顯出來，因此，自香港歸回內

地者，亦如同海外歸國者般，具有不同於內地背景的些許就業優勢，被公認為海

歸群體的一員。 

    本文所提到的「基督徒」皆指「基督新教徒」，而「海歸」成為「海歸基督

徒」的方式又可分為三種：「出國前在國內受洗」、「出國後在國外受洗」、「出國

回來之後才在國內受洗」。此三種類型皆納入本文所定義的「海歸基督徒」群體，

由於「基督徒」一詞的認定相當主觀，因此本文以接受公開的受洗儀式與否為判

斷其基督徒身分認同確立的主要依據，至於其「基督徒認同」的強弱程度，則不

在本次論文探討的範圍之中。以上三種不同的歸信歷程在信仰上所呈現出的歸國

衝擊皆不同，如第一種「出國前在國內受洗」在歸國後所遭受到的信仰衝擊相對

不大，原因是第一種群體在出國前就了解中國的信仰環境，且出國前已於中國建

立自身宗教信仰相關的人脈，對於回國後的各項調適與衝擊上，或多或少可以適

應歸國的各種環境壓力。第二種「出國後在國外受洗」的群體，是遭受信仰衝擊

最大的一群，回國後既要面對歸國適應問題，又無可靠的宗教人脈協助分擔壓力，

此群體面對「歸國適應」與「教會找尋」的雙重問題，壓力更大。舉例來說，第

二種群體初次接觸信仰的地點在海外，容易以海外教會的模式套用在中國教會並

做比較，而此舉易引起中國教會的不滿，又這樣的情況加劇海歸原先在中國教會

裡就存在的適應困難。第三種「出國回來之後才在國內受洗」的群體，大都是歸

國後先接觸了教會、建立人脈之後才受洗成為基督徒，因此亦有相當的宗教人脈

基礎，所接受到的衝擊比第二類的小、比第一類的大，以上三類型的海歸基督徒

往往都可以在適應中國教會生活後（或根本無需適應），以其海外經歷或資源協

助教會做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部分，對於以上類型的海歸基

督徒所遭遇到的衝擊，將在本文第四章具體舉例說明。 

    本文所提及的「家庭教會」，廣義來說是在家聚會的基督新教信徒，狹義來

說則單指「處於具外在壓力的宗教管制環境中所產生的獨立教會形式」，而中國

基督徒亦在這樣的狀況之中，由於外在宗教環境不允許非三自教會在公開場合聚

會或大規模聚會，於是乎不願參加「三自教會」者只好在家中進行聚會，因此產

生了所謂的「家庭教會」。這個名詞不僅僅因為一群人在某位信徒家中進行宗教

的聚會，而是一個相對於官方掌管的「三自教會」的教會概念，代表了「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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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政權控制的獨立教會」，卻也因此受到政府特別的監控。此類管控與政

府對於「三自教會」的完全掌控是不同的，「家庭教會」具有獨立自主的信仰，

講道內容、信仰活動由內部自行決定；「三自教會」則需將聚會的講章事前通過

政府審批之後，方能公開講道。中國政府對於「家庭教會」的管控屬於運用各種

手段掌握或抑制其存在或擴張。劉同蘇2在《舉目》雜誌發表＜城市家庭教會崛

起的緣由與意義＞，文中指出：「有家庭聚會形式卻接受政府對信仰的控制，則

仍然不是為家庭教會（例如：官方控制的聚會點）；反過來，就算在寫字樓或公

司裡聚會，但堅持不受政府意識形態控制，仍然是家庭教會。」而上海的家庭教

會因身處於都市，屬城市家庭教會，「北京和上海居於影響全國文化的中心地位，

把握了中國社會文化中心地帶，福音運動便能高屋建瓴，從社會文化的制高點，

向整個國家漫溢而下。」（劉同蘇，2010，頁 41-46） 

 

                                                      
2
 劉同蘇，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耶魯大學神學院畢業，為《舉目》、《生命季刊》、《恩福》、

《麥種》等基督教刊物的編輯諮詢委員，自 2004 年起開始中國的福音事工，現為三籓市華人宣

道會牧師。參考自：http://www.questforlife.org/liu_intro.htm  

http://www.questforlife.org/liu_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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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中國進行教會工作邁入第 27 個年頭的安提阿侍奉團，透過《中國的呼聲》

雜誌指出：「來自中國的學生當中約有 10%在海外求學時歸主。」1隨著全球化的

趨勢，人口移動逐漸頻繁，又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中國社會中上階層出國留學

也逐漸成為常態，海歸基督徒的數量也隨著逐年中國留學生前往海外就學比例的

增長，而逐年增加中。自中國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截至 2012 年底，中國官

方統計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達 264.47 萬人，其中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 109.12 萬

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3）。以《中國的呼聲》的比例來估算 1978 年至

2012 年期間，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基督徒的數量，則約有 26 萬人。本文欲從前人

的研究看海歸基督徒對其基督徒身分的認同內涵，但由於針對海歸基督徒的研究

較少，於是先從「身分」、「認同」與「基督徒認同」的相關論述開始著手，再加

入「海外華人」的元素來看「海外華人」與「華人基督徒」的相關研究，最後再

輔以現有的海歸基督徒相關之非學術性資料，希望在中國海歸群體的宗教研究上，

勾勒出海歸基督徒群體研究的定位與潛力。 

第一節 「身分．認同．基督徒」 

    若要研究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首先我們需要先談談什麼是「認同」？「基督

徒身分認同」又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呢？而這樣的認同要如何維持下去呢？

Kathryn Woodward（2006，譯著）認為「認同取決於差異」，認同並非對立於差

異，乃是因為群體之間的差異才有認同的產生。Kathryn Woodward 認為，認同

是透過某種分類形式所產生的，也就是透過「差異」才能產生「認同」、透過「與

他者的差異」才能建立自身「我們的認同」，而這樣的認同是可以流動的。涂爾

幹則進一步提出宗教徒的身分認同建立的方式。涂爾幹（1992，譯著）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宗教信仰透過將世界劃分為「凡俗」或「神聖」的兩

個領域，清楚地在「有宗教信仰」者與「無宗教信仰」者之間劃出界線，以「宗

                                                      
1
 根據筆者致電該單位詢問後，僅得知該數據或許是從海外單位或海外宣教士的代禱信件內容翻

譯而來，該單位亦表示由於中國宗教情勢敏感，內部資料不便對外公開。 



17 
 

教信仰」為區分群體你我之間的關鍵。這樣的群體區分，舉例來說，基督新教的

儀式中、在教堂的場域裡，以「領聖餐」的活動時最為明顯。雖基督教會依教派

不同而對「領聖餐」的對象有所劃分，但仍可透過被允許參與聖餐活動的對象與

不被允許參與聖餐活動的對象之間，公開且清楚在未信個體與教會群體群眾間，

劃出一道清楚的界線。未信個體在這樣的群體中，既可以選擇維持這樣的安全界

線以保有自身個體認同，或是選擇以「洗禮」的方式跨越這道分隔的界線，建立

起新的群體認同。 

    正如同方文（2005）提出的「符號邊界」概念，認為透過「洗禮」的方式與

象徵「死亡」與「重生」的儀式，個體得以獲得基督徒資格、進入神聖的一方，

與凡俗的一方劃清界線，個體從此成為宗教性的人。個體經由這樣的儀式與過程，

可獲得群體的接納，成為群體中的一員，而個體獲得群體接納與認同的同時，個

體也建立起自身的宗教成員的認同。經由此過程所建立起的身分認同，最後可能

會流失或獲得保存。本文第三章、第四章將會探討上海海歸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建

立的過程，與回國後調適的狀況，又上海的基督徒群體如何以各種方式保存其基

督徒身分認同，甚至經由這些創新的方式與教會群體越益緊密結合、甚或成為促

進教會群體發展壯大的核心成員，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最終選擇放棄基督徒徒身

分認同的群體成員，正如 Stuart Hall（1990）談到文化認同與離散的時候，主張

文化認同既是 being（實存）又是 becoming（轉化），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

是流動性的。基督徒身分認同也是流動的，這些選擇遠離群體的群體成員，可經

由「不讀經」、「不禱告」、「不聚會」、「周日不上教會」、「婚外情」、「離婚」等等

不符合群體期待的行為，挑戰宗教信仰中「神聖」與「凡俗」的二元分類系統，

個體可能進而與教會群體劃清界線、放棄其基督徒身分認同，選擇再度成為他

者。 

    相較於方文對於認同建立的觀點，Manuel Castells（2002，譯著）則認為，

基督教認同的建立是對於全球化威脅與父權主義危機（如：分居、離婚、同性戀

運動等）的反應，當人們「無法在世俗的父權主義下生活，又懾於瘋狂競爭的個

人主義社會中的孤寂以及不確定性，同時作為神話及真實的家庭便成為唯一安全

的天堂。」（夏鑄九等人譯，2002，頁 24-31）這樣的家庭就是宗教所提供的歸

屬感。全球化進程導致世界的不可預測性與混亂，而對於這樣未知世界的恐懼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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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開始尋找安全之地，然而宗教可以提供這樣的功能，而安於在上帝的規則下

過著「滿足於慈愛父權主義」的生活。Kathryn Woodward、涂爾幹與方文都強調

了群體的認同建立於與他者的區分，而 Manuel Castell 則以不同的角度看認同，

主張認同建立於個體對世俗世界的恐懼與不滿足，宗教信仰正好提供了一個明確

又安全的庇護所。 

    對於初至海外的留學生或移民而言，生活環境的轉變與工作或課業的適應上

遭受到困難，甚或種族、語言上的歧視，歐美地區的基督教會正好提供外國留學

生或移民一個友善的環境與社交群體，讓留學生或移民得以在陌生的新環境中，

快速地融入當地文化，並在教會的群體裡建立起新的認同，許多留學生或移民因

此接受洗禮而成為基督徒。Carolyn Chen（2008）認為留學生或移民選擇成為基

督徒是基於實用主義的選擇（radically individuating choice），對於遠離家鄉的留

學生或移民而言，加入教會是快速建立人脈、安全感與歸屬感的方式。若依照

Carolyn Chen 所說，海外的留學生與移民的基督徒認同建立於實用主義選擇的基

礎上，這對於長期居住在海外的移民來說，取得基督徒身分無疑對於海外環境的

種種適應上具有加分的效果，但對於終將回國的留學生來說，在海外時以實用主

義選擇的基督教信仰，回國之後面對中國政府在宗教上的管制，這些海外歸信基

督教者，應會再度做出實用主義的選擇並放棄基督教信仰，的確，部分海外歸信

者在回國之後因為種種因素，或與中國的基督徒群體劃清界線、或直接放棄了其

基督徒認同，但卻有一部份海外歸信者在歸國後仍然堅持保存其基督徒認同。2 

    關於中國的宗教狀況，Fenggang Yang 在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中提出「中國宗教三色市場」概念，將當代中國的宗教市場分為官方批

准的「紅市」、合法地位模擬兩可的「灰市」，與官方禁止的「黑市」三種狀態，

依宗教需求與宗教經濟學的方式來說明中國宗教市場的發展。Fenggang Yang 跟

Carolyn Chen 一樣，皆認為宗教信仰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 Fenggang Yang 認為

宗教需求無法在開放市場（紅市）中獲得滿足時，就會轉向灰市或黑市，而黑市

潛在代價太高時，許多人會傾向在灰市中尋求滿足，假設宗教徒具有比較、選擇

聚會場所的主動權，並且依照個人的意願來做出優先次序為「紅市」→「灰市」

                                                      
2
 中國至今仍未完全開放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國信仰基督教仍具有種種限制。關於中國基督教

的發展與上海的基督教信仰狀況，詳見本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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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的選擇。事實上，許多海外歸信基督教者的身分可以在官方的國際教

堂中聚會，卻寧可選擇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聚會，而選擇在官方教堂裡聚會的海

歸群體，則大多因無人轉介至家庭教會、或是不喜歡被轉介的家庭教會，在無從

選擇的狀況下只好先在官方教堂裡聚會。部分海歸群體被轉介的家庭教會屬於

Fenggang Yang 分類之下的黑市教會，但這些教友除了態度更為警惕之外，並無

選擇其他教會的意願，更有部分海歸群體不考慮加入中國現有的教會，而決定自

己成立新教會，以其高知識背景與組織能力創立教會，這些現象都無法簡單地以

三色市場的概念或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來做完整的說明。 

    「我心裡覺得人生很空虛，父母也無法給我答案，我就去教堂了。」（P-1-01）

筆者在進行訪談時，經常聽到受訪者歸信基督教的原因之一是「尋找人生的意義」。

個體透過尋求人生的答案、實現自我生命的過程中建立起對信仰的認同，而在中

國的場域中，個體認同與外在環境的政治力、張力交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各樣

決策與彈性，中國海歸群體之所以特別，乃因為其全球化的背景與國際化的視野，

如同安東尼．紀登斯（2003，譯本）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是一

種由反思而調動起來的政治」，也是「來自後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

引發的政治問題，在那裡全球化的影響深深侵入到自我的反思計畫中，反過來自

我實現的過程又會影響到全球化的策略。」（趙旭東、方文譯，2003，頁 210-211）

個體不僅可以展現整合全球化資訊與在地生活的能力，並且透過在其中所建立起

的自我認同，展現出一種經過不停修正後的「反思性成就」。而海歸基督徒群體

以自我理想實現為目的，運用全球化的多元資源來促進宗教群體的發展，本文在

第五章也會提到海歸基督徒以其運用其全球資源的能力，來達成其跨界的宗教使

命，這樣的使命感也會影響到中國家庭教會與國際宗教組織之間的策略運用及資

源分配方式，這樣的國際性宗教影響力，無疑只有跨足於中國與海外之間的海歸

基督徒群體才辦得到。本文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引起學術界的共鳴，一同來關心中

國海歸基督徒群體的走向。 

    談到「中國海歸基督徒群體」，這樣的一個擁有全球化差異性背景的跨國群

體，在中國果真足以稱為一個群體嗎？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以「宗教共同體」（The Religious Community）的概念，認為文字創造了一個符號

（signs）而非聲音（sounds）的共同體，不同語言的族群可以因為相同文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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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成的共同宗教經典，而成為「共同體」，而這共同體的擴張範圍是沒有限制

的。（Anderson，1983，頁 20）安德森認為書寫文字離口語越遠越好，正如拉丁

文僅為書寫文字而非口說的語言，而這樣的文字符號可帶領人進入純粹符號的世

界裡，建立起一個古典的共同體。然而，「基督教世界的共同體」在中世紀後期

因為神聖的拉丁文式微而開始穩定衰退，神聖的共同體因為神聖的語言逐漸式微

而分裂了，並且此後神聖語言的地位與其他所有語言都有相同的地位，神聖的地

位歸為所有語言的說話者與讀者所共有。因此，擁有海歸背景的基督徒們，具有

基督教的「宗教共同體」特質，但卻不一定具有「華語基督教認同」的共同書寫

符號。筆者同意安德森「語言影響認同的建立」的想法，因為海外信主的海歸，

尤其在美國，不少是被當地的美國人帶去當地教會的，因此，這些留學生在教會

裡使用的語言是英語，只會用英語禱告，對他們來說，所有對基督教的學習皆建

立在英文（外語）之上，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在海外參加非華人教會的留學生而

言，所建立的基督教認同是「英語（外語）基督教認同」。回中國後，因教會使

用語言的轉換（中國教會使用中文），導致海歸使用外語為信仰媒介的習慣不被

接納，反被認為是海歸故意炫耀其與眾不同，導致此類的海歸基督徒回國後的基

督徒身分認同不僅需要被重建，還需要透過願意接納的教會來協助其適應並建立

新的身分認同。「中國海歸基督徒群體」中具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文化，及

其在中國的各樣適應問題，都需要被關注以及做進一步的探討，本文也會嘗試在

第五章中呈現基督教組織對「上海海歸基督徒群體」回國後衍生的相關問題所做

出的反應，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至於華人基督徒身分認同部分，Fenggang Yang在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中，以美國華盛頓地區一間華人教會的華人教友為例，討論美國華人面對「華人」、

「基督徒」、「美國人」三種身分時，許多教友認為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認同超越地

上的華人與美國人認同，成為一種「凝聚性認同」（Adhesive Identities）。Fenggang 

Yang 認為，美國華人在「中國人眼中是個美國人」，但是在「美國人眼中是個中

國人」時，部分美國華人會有認同錯亂的情形發生，而美國華人教會提供的「基

督徒認同」正好創造了一個空間，讓美國華人得以選擇接受或拒絕「中國人」或

「美國人」的某些特質，多重身分認同反成為在生活中可彈性運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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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基督徒-美國人」（CXA）的「凝聚性認同」因此被建立起來。3（Yang，1999，

頁 184-186）類似的多重身分認同研究在《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書中也出現過，黃一農（2005）針對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士大夫在儒家思想與宗

教身分之間的衝突與調適。天主教徒士大夫的妥協體現了對於宗教身分認同的執

著，而親教卻不願入教者也表現了其儒家思想（中國人身分認同）與天主教教義

（宗教身分認同）的衝突。4 

呂實強（2005）也在《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點出十九世紀中晚期的中國社

會與基督教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層出不窮的教案，這些歷史的印記仍或多或少地出

現在現今華人的記憶中，使得基督徒認同建立的過程中遭遇到阻饒。而針對同時

期的海外華人研究則有麥禮遷（1992）的《從華僑到華人》，他在書中提及十九

世紀末的美國華人社會與基督教的關係，當時華人教會隸屬於白人教會之下、白

人教友歧視華人教友的事件頻傳，種種因素導致後來的華人自立教會運動。

Fenggang Yang 接續麥禮遷的研究，從早期的移民到唐人街組織、新僑老僑之分，

到後來的新僑不再聚集於唐人街，而是分散到更高級的居住區，而散居的華人參

加同鄉會或會館組織的程度也不如以往等等海外華人社會變遷，輔以近代中國本

土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歷經的挫折與嘗試，來探討二十世紀末的美國華人

基督徒認同。Fenggang Yang 認為，疊合身分認同的價值在於華人基督教會成為

華人傳遞孔教價值給下一代的一種方式，而這樣的價值必須在基督教與中國所謂

的傳統文化（如：孔教、中國人認同）產生衝突、磨合之後，才能完全體現。 

高師寧（2005）則以北京為例，將從十九世紀後期中國本地的基督教身分認

同與現代身分認同進行比較與探討。高師寧認為，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順序從十九

世紀後期的「中國人→基督徒→中國基督徒」轉變為現在的「沒有主次之分」。

十九世紀後期，由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基督教被認為是個洋教且帶著文化侵略

的痕跡，因此，中國人要成為基督徒，必須先有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為基礎，再成

為基督徒。由於基督教福音有著西方文化的色彩，於是中國的基督徒必須努力調

整認同才能成為「中國基督徒」，而現代對於「中國人」與「基督徒」兩個身分，

                                                      
3
 「CXA」代表 Chinese、 Christian 與 American 三者融合之後所產生的認同，並可根據不同情境

自由選擇展現出不同認同的優點，如：以美國人態度處理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來緩解自身情緒。 
4
 當時的身分認同衝突主要表現在在「自殺殉國」與「娶妾盡節」上，與天主教教義產生極大的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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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普遍認為沒有主次之分。高師寧指出，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國人」與「基督徒」

兩個身分的同時存在是個問題，但是否願意在人前公開其基督徒身分，從聖經的

角度來看，卻成為另一個問題。李向平在《天風》對於「基督徒雙重身分」的訪

談中也指出，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建構與公民身分相互作用後，會存在三種情況：

一是在團契中願意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但出去之後就不願意承認；二是出去之後

仍然願意承認其基督徒身分；三是不說自己的信仰，但願透過自己的行動讓人知

道自己是個基督徒。而李也提出一個疑問：「身分的宣告是否淪為對於生活便利

的工具？」（黃昉，2007，頁 40-41）這與 Carolyn Chen 實用主義的選擇論點又有

不同，由於過去中國的各式政治活動導致信仰者受到嚴厲的批判，因此直至今日

仍有部分信徒不願意公開其基督徒身分，顯示在中國進行身分宣告，不一定會帶

來生活上的便利，與海外的情況有所不同，而隱藏基督徒身分的現象近年來亦產

生變化。根據筆者在上海市訪談的結果發現，除了因工作性質敏感而不得不隱藏

其基督徒身分的黨務工作者之外，受訪者面對筆者詢問到他們是否願意在人前公

開其基督徒身分時，部分毫不猶豫立刻回答：「會！」而大多數受訪者都回答

「會！」，或以《新約聖經》裡「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故事來告訴筆者，他們絕

對不可以不認主。上海市的基督徒大都不介意公開其基督徒身分，有的甚至會十

分積極向同事或朋友傳教，這樣的開放氛圍是否可以解讀為上海海歸群體的基督

徒身分認同建構完整，抑或只是少數個案的個體經驗，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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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外華人．海歸．基督徒」 

在台灣以 Yahoo 奇摩搜尋關鍵字「海歸」，約有 108,000 項結果；使用台灣

Google 搜尋引擎，則有 15,300,000 項結果；以香港谷歌進行同樣搜尋，則出現

31,200,000項結果。Yahoo奇摩與台灣Google的搜尋結果大多為中國網頁的連結，

可見「海歸」議題的地方性色彩，而筆者再以中國的騰訊首頁搜尋「海歸」，則

出現約 11,714,938 項結果、搜尋「海待」（海歸待業）則出現了約 29,052,038 項

結果，可知海歸群體所衍伸的相關社會問題被高度關注。5在中國，關於海歸的

系列研究開始於政府如何以優惠政策吸引滯外高科技人才歸來，以及用海歸在中

國成功的故事來吸引更多海歸歸國。王輝耀（2005）出版的《海歸時代》、王於

2007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海歸》與《繽紛海歸：百位海歸談事業與人生》二書，

以及任貴祥（2009）主編的《海外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等著作，皆帶有些

許為政府、為政策服務或宣傳的意味，其中王輝耀的《繽紛海歸：百位海歸談事

業與人生》一書中，提及的海歸人士大都為該書出版時的現職政府高階官員、黨

代表、大學教授或成功的大企業家，《神州學人》也在 2003 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各

有一篇文章談到海歸的成功故事，並鼓勵海外企業家回國創業。而任貴祥（2009）

在書中不斷肯定海歸派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引進新的國際資本及現代化的企業

管理概念，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更成為各跨國公司在華的領頭人。上海社

會主義學院統戰幹部進修班針對上海「海歸派」現狀、問題和對策，發表了一篇

調研報告，期待政府建立起暢通的溝通管道以發揮「海歸人才特質」、促進「歸

國人員工作的發展」。（朱鑫海等人，2008，頁 60-64）2008 年開始、為期 5-10

年的「千人計畫」也在各地展開，上海地區的「千人計畫」策略則是以落戶、稅

收、薪酬等具體的方案，吸引到更多重點領域的海歸回國服務。各二三線的地方

政府也紛紛公布針對海外菁英歸國服務的各項優惠政策，例如：南京市發放「藍

卡」或居住證以解決外籍身分海歸回國後的身分、保險、子女教育等問題；江蘇

省常州市建設「海歸公寓」以解決海歸菁英回國後的居住問題。2011 年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司司長孫建立接受訪談時表示，政府「十二五」

期間，希望吸引到 50 萬以上的海外留學人才。6（《中國人力資源特刊》，2011，

                                                      
5
 筆者於 2013 年 3 月 12 日進行的網路搜尋結果。 

6
 中國自 1953 年起，以五年為國家中短期規劃的一個單位。「十二五」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議題，第十二次的五年規劃，「十二五」有效期間為 2011 年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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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11）從以上各項政府方案可知，對於一部分的海歸群體而言，要做出回國

的選擇實在是困難重重，而中國政府近年更針對國家的需要，設立重點學科與項

目來徵才，提供優渥的薪酬給國家所需要的海內外高階專業人才。 

中國近年來經濟實力成長速度驚人，有能力出國深造者漸眾。許多中國留學

生傾向留在海外發展，但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不景氣，間接影響到海外的中國

留學生群體取得工作證、居留權的比例降低，意味著海歸群體的規模逐年擴大，

在高專業技術海歸光環仍舊閃爍的同時，絕大部分僅具一般專業的海歸群體回國

後的就業競爭力逐漸下降，海歸薪資水準也相對地降低。新東方網指出，＜2011

年海歸就業力調查報告＞顯示海歸起薪在人民幣 3,000 元左右（約台幣 15,000

元），近五成月薪不足人民幣 5,000 元（約台幣 25,000 元），一般的海外學歷光環

消失殆盡。張續軍（2003）提到海歸回國後，最難適應中國之處在於職場上的人

情世故與感性的處理態度。為了說明海歸的就業問題，中國社會出現「海待」一

詞來代表海歸歸國後的期待薪資與實際薪資落差而導致的待業問題，中國各重點

大學在研究海歸群體的「就業危機」、「跨文化適應」、「歸國衝擊」與「歸國適應」

等的論文數量也漸多，以上海地區之重點大學碩士論文為例，有：研究高等師資

的＜近代中國的遊學與海歸＞（李偉華，2007，上海社會科學院）、心理學領域

的＜文化認同與歸國文化衝擊＞（殷實，2008，華師大）、傳播學領域的＜逆向

文化衝擊中的文化適應：對上海市歸國留學人員的實證研究＞（李晶，2008，復

旦大學）、高等教育領域的＜高校海歸教師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研究＞（劉蓉潔，

2010，交通大學），以及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海歸知識員工的心理資本對工作

壓力的影響研究＞（李振希，2010，華師大）等文章，而《人民日報》海外版更

報導許多海歸因就業問題而導致心理受創、需要心理諮詢，而上海的社區心理諮

詢室更自 2008 年起，將海歸單獨列為服務對象。可見海歸群體不僅在專業能力

上受到矚目，在歸國後的社會適應與心理狀態上，都是這幾年中國學術界關注的

重點。中國政府近年來雖逐步開放，亦公布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宗教議題一

直都是公認敏感的話題，而所謂的「宗教自由政策」亦隱藏了種種的不自由。因

此，當各界關注到海歸群體回國後的難處及種種適應不良時，隱身在海歸群體中、

具有宗教徒角色的海歸基督徒，面對到「海歸群體」與「中國基督徒」的雙重困

境，卻因中國宗教未完全開放而使得宗教研究受限於特定領域的研究。因此，海

歸群體中與宗教群體相關的研究仍處於待開發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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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華人基督教研究方面，Fenggang Yang（1999）以華盛頓一間華人教

會（CCC）為研究對象，探討美國華人的同化、華人種族性、華人基督徒三種身

分認同間的轉換（基督徒、中國人、美國人），與中華文化的保留等，並稍微提

到由於 CCC 教會早期的成員多為校園裡的研究生，因此 CCC 教會成立後的重點

任務之一便是在校園裡面向學生的福音事工。而 CCC 教會在 1990 年以後進一步

將福音事工的目標鎖定在中國的學者與留學生，而這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或學者，

佔了該教會的四分之一。1990 年該華人教會成立了 The Ark Fellowship，定期為

中國的同胞禱告，並且相信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量湧入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與學者，

是上帝對他們禱告的應允。該教會也進行了世界各地的海外宣教工作，其中包括

在中國大陸本地的福音工作，但可惜搭配該書主題的緣故，在中國本土部分並沒

有做進一步的描述，但這些珍貴的海外華人教會研究資料卻也提供了部分海歸基

督徒在海外時的信仰生活剪影，並可略知部份海外教會重視向中國留學生群體傳

福音的態度及策略，對於海歸群體在海外信主的歷程部分，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與

線索，為現今少數深入專門探究海外華人基督教會領域的學術研究著作，本文希

望可以接續 Yang 的研究，針對海歸群體做歸國後的追蹤與進一步研究。 

Carolyn Chen（2008）則以美國的台裔移民為研究對象，探討為何台裔美國

人選擇打破傳統、歸信基督信仰，而非以傳統信仰來保存其民族的特色，以及遭

受到台灣家人所給予的壓力與矛盾。本書描寫了台裔移民歸信基督教的歷程與台

灣親友負面的反應，突顯了基督信仰的選擇本身與台灣所謂的傳統價值相衝突，

雖台灣的文化、民情與中國有所不同，與本文所要討論的中國海歸群體有所不同，

但台裔移民與中裔移民歸信基督教的過程中，都遭受到傳統價值觀衝擊、親友負

面反應等。雖台灣與中國有地方性的差異，但仍可藉此著作一窺：當海外華人欲

以其不可選擇之「華人身分」與可選擇之「基督徒身分」作結合時，兩種身分在

衝突之中，如何先破碎中國傳統、再造華人新傳統的過程與相關探討。Carolyn 

Chen 認為，台裔移民選擇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基於實用主義

的個人選擇。移民遠離家鄉原有的網絡，加入教會社群可以協助移民適應新生活，

並且快速建立友善的社交網絡、建立歸屬感、安全感等等；第二，距離弱化了家

族宗教的力量，相對賦予了宗教自由選擇權。移民在美國，不僅遠離親友鄰舍，

也遠離了其對於宗教信仰選擇的期待，移民終得以自由選擇宗教信仰，而非被動

接受家族傳遞的傳統信仰，距離加強了移民歸信基督教的動力；第三，歸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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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僅提供移民一個新世界的視野，也同時提供移民一個從舊社群移動到新社群

的方式。而台裔移民基督徒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即是不太成功地將基督教價值

觀與家族傳統價值觀融合的結果，導致部分台裔移民基督徒回國探親時，仍持續

以「拜拜」的形式與家人維繫著傳統的連結。Carolyn Chen 以台灣移民群體作為

研究對象，研究場域在海外，本文則嘗試以歸國的群體所提供的中國視角，補上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時，與海外的基督教信仰、與遠方的家人之間所產生的故事，

再進一步將研究場域拉回中國，看海歸基督徒在國內的生命故事、基督徒身分認

同的改變與適應。雖台灣、中國共享中華文化傳統，但中國群體卻顯現出有別於

台灣群體的地方性。 

     朱峰在《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一書中，研究清末民初由中國基督

徒黃乃裳與英國宣教士普魯士所發動的集體移民行動，雖然移民招募不限基督徒

參與，但願意加入屯墾行列的多是基督徒農民，佔了 2/3。（朱峰，2009，頁 64）

雖然時代背景不同，但與本文所關注的海歸群體仍有可對照之處，頗具啟發性。

朱鋒提到，農民願意參與集體移民的原因有二：由於當時信奉基督教者被視為背

棄祖宗之罪人，在中國遭受種種逼迫，再加上移民的原鄉農地歉收生存不易，因

此許多基督徒透過教會的網絡或親屬關係，移民至「新福州」、「新興化」進行屯

墾。（朱峰，2009，頁 71-75）新福州移民為了更好的生活而移民，中國人也為

了好的未來發展而前往西方國家學習進修，雖然到了最後，許多新福州移民因為

屯墾不易，放棄了海外的生活而回國，對於海歸來說，海外的生活何嘗不是如此？

在海外生活大不易，加上金融風暴縮減了工作機會，留學生多在出國前就做好了

回國的打算。朱峰研究的大規模宗教移民，在歷史上相當少見，但每年數十萬從

中國出發、前往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大規模移往各國進行學習，而部分留學生在

國外接觸教會、受到某種轉化後，再大規模的以基督徒身分移回母國，雖說不是

有組織性的宗教移民，卻可以成為某種程度的載體，將西方基督教帶回中國。 

    無論是北美華人教會、或是朱峰文中的華人宗教移民，其群體凝聚力皆來自

以教會為基礎的組織型態，是以教會基礎往上堆疊，再配合當地的宗教政策或是

北美地區宗教完全自由政策而成。相對之下，中國海歸群體之所以形成，是來自

於外在社會所給予的定義，中國社會將具海外經驗的一群人，統稱為海歸，海歸

之間又因為相近的海外經歷與歸國後面臨的各方面壓力，促使海歸常聚集而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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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或敘舊，或進行社交活動。海歸基督徒以生活環境的壓力為群體凝聚的基

礎，進一步以基督信仰為聚集核心、主動或被動地擠壓而成海歸基督徒群體。海

歸基督徒群體分散在不同的家庭教會中，一起追求並保存其信仰與基督徒認同、

建立海歸教會相互支持面對現實生活的困境，卻又進一步面對政府的宗教政策壓

力，外部張力再度增強，但外部張力並沒有造成海歸群體潰散、反而成為海歸群

體凝聚力增強的助力。 

針對海外華人教會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多，但《海外校園》（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雜誌網站與《舉目》期刊則補足了海歸基督徒群體研究在中文資料取

得上的不足。海外華人基督教刊物《海外校園》，每兩個月定期提供海外留學生

群體有關得救見證、信仰故事、文化論壇等文章，網站文字簡繁交錯，顯示其目

標群體包含使用簡繁體字的華人群體，而《海外校園》雜誌則以繁體字呈現，推

測這或許與該雜誌的台灣背景有關。7創立《海外校園》的校園福音團契於 2001

年成立了《舉目》雜誌，針對已參與事奉的中國學人和海外華人基督徒，提供了

各式信仰疑難雜症的建議與解答、牧師群對各地福音事工現況的評論、中國當代

基督教史及現況分析、海外中國學人見證分享等資訊，又於 2006 年創立了《海

外校園》歐洲版，同樣面向中國學生，希望從美國福音事工跨足至歐洲。無論《海

外校園》或《舉目》都建構了完整的網路資料庫，在該網站上可直接閱讀每一期

的最新文章，因此可從《海外校園》與《舉目》的編輯內容得知當今海外華人教

會所關注的議題，並且以該二雜誌內的故事分享，豐富本研究海歸基督徒群體的

資料收集。從＜海外華人教會對海歸基督徒的責任與義務＞（張儒民，2009）到

＜迎接海歸時代＞（蘇文峰，2010）、＜教會如何參與海歸事工＞（周傳初，2010），

再到《海歸手冊》（海外校園同工，2009）的正式出版，藉由《海外校園》網站

與《舉目》雜誌的內容，筆者得以初步了解海外教會近年來呼籲各教會重視「海

歸事工」的趨勢，並以時代的轉變調整出版物的內容，因應中國留學生群體歸國

                                                      
7
 「海外校園雜誌」是由台灣的「校園團契」所成立。1950 年代，宣教士被迫全面撤離中國大

陸，因而轉向台灣並展開學生福音工作，於 1957 年成立「校園團契」在台灣各大學推動建立團

契等活動。1960 年代初期許多受過「校園團契」影響的畢業生赴美深造，這些台灣留學生在美

國各大學成立查經班、引領許多學生歸主，至 80 年代，許多查經班轉型成為華人教會，而當年

的留學生亦成為美國華人教會的領袖。1990 年代，台灣「校園福音團契」因應大陸學人大量湧

向海外，在美國建立文字佈道的《海外校園》雜誌，不僅發展文字佈道、培訓的海外中國學人福

音事工，也派遣同工至海外進行巡迴佈道。

http://www.cef.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4 （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cef.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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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的《海歸手冊》出版即為一例。《海外校園》網站成為海外華人教會與中國、

台灣的教會相關組織之間，資訊分享的重要場域之一，不僅如此，也針對不同階

段的非信者或基督徒設立了《愛看網》、《愛學網》，期望以網路平台的方式服務

廣大的海內外華人基督徒群體，並且進行教會領袖的培訓，這樣的線上培訓平台

正是目前中國家庭教會所需要的，而此類海外相關的雜誌內容又更能與海歸群體

引起共鳴。《舉目》雜誌與《海外校園》網站是目前本研究獲取海歸歸國前後相

關訊息最常用的資料來源，但其缺點在於較缺乏個案深入的資料，資料來源通常

也較隱匿，僅能得知海歸事工大方向的困境與需要，或是個別海歸基督徒簡單的

生命故事，難以取得確切的資料來源或深入的個案資訊。 

    另外，《基督日報》報導國際基督教新聞、不同宗派教會發展、各類事工、

不同場域宣教、基督教教育、政教、社會服務、社論、信仰解答、生活故事等領

域，並設有中國基督教新聞專區，針對中國的基督教信仰環境、社會、人權問題

及宗教自由等不定期做報導，亦報導了中國各地基督教會遭受逼迫的新聞（例如：

北京守望教會、四川成都秋雨之福、上海萬邦教會等案），或對中國宗教自由政

策進行解讀等等。此刊物針對中國境內的基督教新聞多有報導，對於本文在著墨

中國政府與基督教發展之間的張力時，多有助益，但對於海歸相關的報導僅限於

海外牧師的宣導及呼籲，對於國內的海歸基督徒發展的現況報導明顯不足，近期

又因故改版成英文，造成華文讀者閱讀上的不便。 

    至於其他中國基督教相關的報刊，還有付費使用的《基督教論壇報》、安提

阿侍奉團創辦的《中國的呼聲》、華人福音普傳會創辦的《華傳》、針對全球基督

教群體的《海外宣教》等，其中《華傳》（2010 年 1 月起迄今）不僅提供每一期

線上閱讀的功能，連《華傳》前身的《華傳路》也從 2003 年第 45 期（2003 年

1-2 月）開始，至最後一期 86 期（2009 年 11-12 月）為止，都有完整的網路文

章可供參考，皆可成為撰寫時的輔助資料。《華傳》關注全球華人，其中也包括

中國，《華傳》創啓區主任陳鐳（2011，2012）指出，在中國的福音事工要切記

「低調」及「脫敏」，這裡的「低調」指的是不以自身文化背景來判斷中國社會

狀況的好壞，而「脫敏」則是盡量排除中國基督徒與海外團體的關係。《華傳》

第十五期中提到，應顧及中國政府對大學生遭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的疑慮，海外基

督教團體不應與中國大學生有組織關係，且大學生福音工作應避免大範圍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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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或是參加海外的大型宗教活動，如此一來，「脫敏」也成就了該單位希望

「低調」的福音策略（陳鐳8，2013）。使用《華傳》資料庫時，亦有不少「佚名」

的狀況，尤其針對「創啓地區」（很多時候指的是中國）的文章，考慮到當地宗

教環境的敏感性，大多無作者名而以「神州華傳」一詞來替代，因此較難掌握確

切的資料來源。有鑑於相關學術研究的資料不足，本文也會參考非學術性的報刊

中所提供的資訊，搭配筆者田調的訪談，期以教友身分、教會立場，與基督教機

構的角度來提供不同層面的資訊與分析，雖然資料取得具有相當的侷限性，但本

文將盡量以較為全面性的資訊呈現海歸基督徒群體在中國的現況。 

 

                                                      
8
 陳鐳，曾任美國加州千橡城華人教會牧師、台灣道生神學院院長，現為中華神州差傳會會長，

從事家庭教會傳道人培訓工作。參考自：http://revhsia.blogspot.tw/2010/12/blog-post.html  

http://revhsia.blogspot.tw/2010/12/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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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外生活：建立基督徒身分認同 

第一節 從留學生到慕道友 

    1978 年 12 月 26 日，中國首度派出了 52 名留學人員前往美國，開啟了中國

的出國留學熱潮（任貴祥，2009，頁 33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布之

2003 年至 2012 年十年間的出國留學人員數據，每年皆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選擇

出國留學，並且留學人員數量逐年增加，其中包括了國家公派人員、單位公派人

員，以及佔了絕大部分的自費留學生1。 

 國家公派 單位公派 自費留學 年度總數 

2003 3,002 5,144 109,200 117,300 

2004 3,524 6,858 104,281 114,663 

2005 3,979 8,078 106,500 118,500 

2006 5,580 7,542 120,700 133,800 

2007 8,853 6,957 129,000 144,000 

2008 11,400 6,800 161,600 179,800 

2009 12,000 7,200 210,100 229,300 

2010 / / / 284,700 

2011 12,800 12,100 314,800 339,700 

2012 13,500 11,600 374,500 399,600 

  ◎表一：2003 年至 2012 年出國留學人員情況統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布 2003 年~2012 年官方數據）
2
 

留學生群體之中，除了公派留學生在學費、生活費等各式費用上，皆由政府

或單位支付，而回國後亦不需擔心就業的問題之外，佔了絕大多數的自費留學生

則沒有如此幸運，自費身分意味著在海外可能需要承受的經濟壓力、克服語言差

異並取得學位的課業壓力、畢業後在海外或回國就業的壓力，還有隻身在外奮鬥

的孤單等。V 這樣回想自己初抵海外的情形： 

                                                      
1
 為便於論述，本文將中國海歸群體回國前的海外身分，稱為留學生或學子。 

2
 本數據整理自中國教育部十年以來，每年公布的數據，由於網址眾多，因此僅載明於本論文參

考文獻中，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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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海外以後，一開始比較辛苦，拿到半工半讀的那種學校的 TA 和 RA，

之後我才有機會到外面去找房子住。（V-1-01） 

    背負著家族高度期望的留學生群體，部分在經濟方面不甚寬裕，而需要靠額

外的獎學金或打工收入，才能支付國外昂貴的學費與生活費以完成學業，留學生

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多數海外學子獨自面對新語言、新環境的轉換，再加上生

活與課業上的壓力，許多人感到孤獨、想家： 

我剛到海外的時候，沒有朋友也沒有家人嘛，所以特別的想家，homesick 很

嚴重。（L-1-01） 

    孤獨的異鄉學子需要一個排解情緒、壓力的途徑，恰巧熱門的留學國家大多

是基督教國家，因而許多學子會受邀參加教會活動，但在這個階段，中國留學生

大多被各式各樣的教會活動所吸引，而不是對基督宗教本身有興趣。 

大學時周圍有些基督徒同學，他們有時候會邀請我去教會，但我心裡面其

實覺得…可能是受中國教育的影響，心裡面總覺得這世界上是沒有神的。

（J-1-01） 

我不覺得我精神上需要一個支柱的支撐，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還是相當強大

的…我們一直都覺得宗教是一個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V-1-01） 

    即使進入教會，許多學子仍認為自己不適合基督教。有人認為身為中國人，

就應該是無神論者，即使要信，也要信奉佛教等所謂中國的宗教；有人則認為宗

教是精神的鴉片，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自己，不需要這樣的麻痺物。這樣的留學

生宗教觀點與中國基督教長久以來受到帝國主義的牽連，而在中共掌權後，基督

教又被刻意地邊緣化有關（邢福增，2008），以至於中國留學生初接觸基督教時，

通常對基督信仰抱持著觀望的態度。但留學生中也不乏對各種宗教都感興趣的人

物，在所謂的中國傳統宗教認同與基督教認同之間，照單全收：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禮拜六下午去星雲法師的寺廟裡聽佛經故事，禮拜五、

禮拜天去基督教會聽神的道。（W-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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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教會因應策略 

    無論留學生對於基督信仰的態度如何，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海外教會已成趨

勢，而且確實改變了海外教會的傳教策略。尤其當華人教會面對中國留學生時，

因其華人背景的優勢而使得其因應的策略，更顯得活潑及彈性。舉例來說，留學

生 M 參加的海外教會，原本是以廣東話為主的華人教會，卻因為中國留學生群

體的增加，增設了原先沒有的普通話團契，不僅如此，主日崇拜時，也為了中國

留學生群體而彈性調整聚會的使用語言，從廣東話、英語，又增設了普通話翻譯，

足見當時湧入的中國留學生數量之多，並且對教會的經營方式影響之大，不容小

覷： 

我算是比較早的、（當時）講普通話的弟兄姊妹比較少，我們是屬於少數，

後來國內去的越來越多了，普通話團契就成長起來，教會對普通話事工花

越來越多精力，後來廣東話崇拜時還有普通話翻譯，或是英語翻廣東話、

再翻成普通話。（M-1-01） 

    M 所在的海外教會為了中國留學生而改變原有的語言策略，顯示出該教會對

中國留學生群體的重視，以及基督教會面對不同群體時的彈性與活力。 

（一）進入校園 

    面對大量湧入各地海外教會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基督教雜誌《華傳》呼籲海

外教會把握校園宣教的時機，尤其「中國身為世界上最多的留學生來源國，91%

的留學生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韓國、加拿大、新加坡、法國、

德國，和俄羅斯這十國…教會應該把握時機，趁他們畢業回國或到別處工作之前，

領他們歸主並培育他們成長，好讓他們日後繼續為福音發揮影響力。」（余俊銓，

2012，《華傳》第 16 期）其中，留學生集中的主要留學國中，有超過半數為基督

教國家（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新教），而韓國、新加坡的基督徒比例亦不容小覷，

因此，許多海外教會選擇進入校園，以社團或免費課程的形式，招攬新生加入： 

學校 Orientation Day 我陪一個同鄉去找教會，有一個華人教會很溫暖、很

親切，然後因為是學校社團嘛，就象徵性地收…好像是入會費這樣，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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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那個教會打的招牌就是什麼…三塊錢免吃、包玩一整年這樣。（L-1-01） 

我們校園有一些基督教機構，他們會用一些方式讓我們很快融入當地的文

化，他們會免費教我們廣東話或英文，我就去上了他們的廣東話班和英文

班，就這樣開始接觸信仰。（R-1-01） 

  海外教會研擬出各種吸引學子進入教會的策略，例如：有吃又有得玩的校園

福音性社團，以活潑有趣的活動來吸引新生之中的基督徒或慕道友加入，又因部

分海外教會具有華人背景的優勢，自然吸引許多想念家鄉的中國學子加入，進而

將中國留學生帶入教會。有的教會則開辦免費的語言課程，吸引有興趣的學子藉

由各項課程，認識教會人士，進而接觸基督信仰、進入教會。海外教會針對留學

生需求所設計出來的多樣化策略，在留學生之間口耳相傳、互相介紹，又會吸引

更多有興趣的學子進入教會。 

（二）刊登廣告 

  校園中的華人教會社團，藉由來自家鄉的親切感，開啟了留學生進入教會的

直接管道，但並非每個校園都有華人教會的進駐，因此，對於希望接觸華人教會

的學子而言，報紙上的廣告就是另一個得到教會資訊的途徑。M 當初就是藉由報

紙上的廣告，找到附近的華人教會。 

就在報紙上看廣告的，因為我一個人都不認識，所以就是找報紙看哪裡有聚

會就去試試看，就找到一個華人教會。（M-1-01） 

（三）華人團契 

  雖說基督教國家的教會遍布各地，但許多留學生仍傾向參加華人教會，礙於

地區性的限制，若留學生的就學區僅有小規模的華人，甚至沒有華人聚居，則該

地不易形成華人教會。有鑑於此，海外國際學生事工機構想出了一套辦法：他們

每周從鄰近城市派人前往這些區域的校園裡，借用學校場地進行華人團契，內容

則包括烹飪、聚餐、查經、生活分享等，聚集校園裡的中國留學生，以留學生間

的情感交流為號召，進行小規模華人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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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的地方華人比較少，所以是一個機構的同工在學校裡有一個團契，他

住在另一個城市，每週一個晚上開車到我們那邊一起吃飯、一起 fellowship

這樣，基本上人不多。因為他(同工)不住在我們這個城市，所以很多時候

也沒有深入的牧養，我看到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吃飯、一起玩這樣，然後大

家的關係都滿近的，有什麼需要都會互相幫忙。（S-1-02） 

    從校園內到校園外，只要是有留學生聚集的地方，就可能會出現華人教會組

織，而這些組織的彈性頗大，目標是讓海外學子無論身在何處，都有機會接觸到

基督教，並且對基督教內涵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二、打造友善的教會氣氛 

    大多數學子在海外沒有家人、沒有朋友，除了課業與打工之外，休閒娛樂活

動範圍有限，而教會提供的免費娛樂活動，既經濟又能幫助學子消磨時間： 

反正禮拜天也沒什麼地方可以去，要不就跟朋友出去玩，要不就是蹲圖書館，

所以我乾脆禮拜天早上跟他們去教會。（V-1-03） 

我當時在華人超市打工，因為是暑假所以很閒。有一個同事是教會的，他

那時就問我周末有沒有空，然後我就去了他的小組。（C -1-01） 

我這個人喜歡交朋友，那時候剛好是萬聖節，大家都有活動我沒有，只能

無聊到去教會。（N-1-01） 

  教會不僅提供了活潑有趣的各種活動，也為學子創造一個友善的社交場所，

吸引了孤獨、需要朋友的異鄉學子前來結交朋友，在安全的環境下建立家鄉的人

脈與當地的宗教人脈，間接促進學子對於教會歸屬感的建立。 

當時覺得（教會）好玩，又因為在國外比較孤獨，所以就去了。我覺得自

己只是找一個好的氣氛讓自己放鬆、讓自己歡樂起來。（G-1-01） 

我有時間就去，沒有很固定但也滿常去的，因為那邊的朋友比較熱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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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動的話常常給我打電話或來接我，我就去順便交交朋友。因為都是年

輕人嘛，都是同個學校或同個專業的，所以比較好融入這個團體。（C -1-01） 

我當時的心態就是…他們都很熱情啊，而且我覺得來到這邊我什麼朋友都

沒有，其實也滿想認識多一點人的，而且他們對我特別好，我想就跟去看

看好了。（L-1-02） 

  本文受訪者中，有六人是因為在海外時感到孤獨、無聊、沒地方去，及想要

多認識朋友…等社交因素而進入教會。經由各式各樣的管道接觸教會後，許多學

子逐漸與教會人士建立更深的關係，並且對教會的人事物產生好感，以「叔叔」

等親暱的稱呼取代「長老」的稱謂，顯示學子對於教會人士的情感越益深厚。有

些人則在穩定接觸教會後，開始閱讀《聖經》以及基督教相關的書籍，對基督教

價值觀越來越感興趣。無論是教會提供的社交場合，或是學子與教會人士之間關

係的建立，抑或是基督教教義或《聖經》本身對於學子在知識探求上的滿足等，

都成為促進學子持續在教會裡聚會的動力。 

那個長老…我們都叫他叔叔，他真的待我跟女兒一樣，他比我還急著幫我

找房子，然後大老遠開車幫我搬家。然後怕我吃不好，還帶我出去吃飯。

（L-1-03） 

當時的團契領袖是個律師，我在法律上有些困難的時候，照理說她應該是

很忙很忙的，但她竟然花時間來幫助我，而且我跟她素不相識，這讓我挺

感動的。（O-1-01） 

因為我是喜歡讀書的人，去教會之後我就開始讀一些基督教的書，包括《聖

經》，我也去參加主日學、慕道班，然後我開始分析經書裡面在哲學方面的

異同點。（N-1-01） 

三、留學生事工的新挑戰 

    隨著網路社群的發達，留學生在赴海外前，可以藉由網路完成許多過去無法

完成的工作，例如：找房子、找室友、交朋友等，留學生不需要完全倚賴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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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也可以自行找到合適的住所、二手的家具、合租公寓的室友等，學子還可

以在赴外之前，先透過網路結交當地的朋友，網路的便利性提高了留學生的獨立

性，也無形間降低了留學生對教會的倚賴性。再加上近來中國人的經濟能力提高，

中國留學生家庭背景不乏權貴人士，一到國外就馬上買房、買車，或出入以計程

車代步的留學生，比比皆是。這些留學生不需要教會人士帶他們去買菜，也不在

乎到教會人士家裡享用溫馨的家常菜，更不擔心沒有地方可以消磨時間，因為他

們有自己的全新代步車、吃的是頂級料理、住的是高級豪宅，每逢假期就飛往其

他國家渡假，留學生經濟背景的轉變，使得海外的國際學生福音事工面臨了新挑

戰，因為留學生對教會的依賴性有逐漸降低的趨勢。在海外接觸過留學生事工的

A 提到現在的困境： 

現在的留學生人數多了，留學事工不像以前容易了，以前你開個車子帶他

們去買東西，好感馬上就建立起來了，但現在很多孩子一過去就買車了。

以前留學生會問我們「哪裡的房子便宜一點？」現在他們會問「哪裡的房

子好一點？」…現在很多留學生家裡都有些背景，一過去就買房買車的很

多，然後他們對我們的依賴性也不是很強，而且現在海外留學生網路社群

也發展得很成熟，他們出國前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好，不見得要依賴教

會的幫忙，所以教會做留學生事工會比較辛苦一點，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

需要教會。（A-1-011） 

以前聖誕節、元旦大家都沒地方去，就會去教會吃吃東西這樣，現在很多

學生…當我們一打電話過去邀請的時候，就說要去小島度假之類的，他們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不是很希罕教會的活動。（A-1-011） 

    針對這群 80 後、90 後家庭經濟富裕的中國小留學生，彭召羊牧師提出了三

個福音的策略：「愛」、「真」、「趣」。彭召羊指出，這代父母捨得在孩子身上花錢、

對孩子期望很高，卻沒有在孩子的身心靈上花時間。因此，面對這群家庭經濟富

裕的小留學生，要用愛與真誠的對待他們，再加上活潑有趣又與生活直接相關的

聚會內容（例如：戀愛交友課題），則為最能吸引這群富裕學子進入教會的策略。

（彭召羊，2012，《華傳》第 16 期）教會面對富裕的留學生，不能再侷限於表面

生活或物質上的協助，乃是要在留學生因新鮮感而踏入教會時，就以真誠的關懷、



37 
 

有趣又發人省思的活動，以及與留學生切身相關的社會議題探討等，吸引留學生

持續前來聚會。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海外留學生群體的成員也呈現多元化，世界各地教會面

對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過往單純的關懷策略已漸漸不敷使用，海外教會如何

以創新的策略吸引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國留學生進入教會，甚至成為「神國的家人」，

則是以後可以繼續觀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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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異鄉人到主內家人 

    上一節我們看到許多海外教會從舉辦校園的社團，到語言課程的提供，再延

伸到日常生活上的各種協助，例如：開車載留學生去買日用品、幫忙搬家…等。

教會組織能夠快速地提供留學生該地區在食、衣、住、行上的導覽，對於隻身在

外的學子而言，教會所提供的資源與協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教會組織或個人

竭盡所能提供留學生種種協助的背後，不僅是為了建立關係、帶領學子更認識教

會，更有著基督教福音的目的，但這部分卻恰恰是中國留學生最不感興趣的一部

份，如同 V 當初對教會朋友如此說： 

我直接了當跟她講，我說妳看，做朋友、不要談信仰的事情，因為我對這個

不感興趣。（V-1-02） 

    曾經表示自己對基督教信仰不感興趣的 V，最後還是接受了基督教，並且成

為一位積極追求信仰、熱心教會事務的基督徒，並且參與促進教會發展的活動。

正如同 V 的歷程，許多留學生都承認自己一開始雖接觸各種教會活動，卻因為中

西文化背景不同、宗教教育教導的價值觀差異…等因素，難以接受基督信仰： 

很多人無法很快接受這個東西（信仰），畢竟很多文化背景都不一樣，但是

大家會在愛的當中…也是從主耶穌基督這邊傳出來的一種愛，慢慢地，他們

的心也會打開。（E-1-03） 

免費課程中有一些福音的內容，就我個人來說，一開始的接觸也不是很容易

啦，因為大陸的整個背景跟宗教教育環境都不一樣，但我覺得慢慢我的觀念

有一些改變，所以我也一直參加他們的活動。（R-1-01）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部分留學生對於基督信仰的態度，卻慢慢從「拒絕」、

「觀望」，轉變為「接受」信仰。學子成為慕道友之後，逐漸建立了對教會的好

感、增加參與教會活動的動力，也逐漸願意開始瞭解基督信仰的內涵。教會對於

學子建立基督徒身分認同的過程，極為重要，因此，接下來我們將要探討更多影

響認同建立的因素，促使異鄉學子最終成為「主內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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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會協助異文化銜接 

    無論是華人教會、非華人教會，或是小規模團契，海外教會都為留學生提供

了一個異文化銜接的場所，提供緩衝地帶幫助學子從中國文化順利銜接至外國文

化：華人教會成為具有家鄉氣息的避風港，而非華人教會則提供相對寬容、接納

的異國環境。舉例來說，留學生進入當地的華人教會之後，根據華人教會近幾年

語言策略上的轉變，中國留學生得以暫別不熟悉的外語、轉換以母語（普通話）

來進行溝通，並輕易地將生活上的挫折、心裡的空虛寂寞等，用母語表達並紓解

思鄉情緒，除此之外，中國留學生也得以用普通話向教會裡一些海外經歷較為資

深的華人，請教有關異鄉生活、課業、工作的各項問題，甚至直接請求教會人士

的協助（例如：教會人士協助解決受訪者 O 的法律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華

人教會可以成為留學生與外面世界（外語國家）溝通的橋樑，而教會也可以成為

留學生各樣疑難雜症的諮詢對象，華人教會所具有的避風港、諮詢者，與中介的

橋樑角色，對於身處異鄉的留學生各項適應上，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進入非華人教會的留學生來說，雖礙於語言能力與文化背景不同，學子

難以與教會人士進行深入的溝通，但非華人教會仍提供學子一個相較於海外社會

而言，要來的更寬容、更接納華人的環境。筆者過去曾參與英國一處非華人教會

的國際學生團契，該團契中 80%以上都是中國留學生。團契負責人雖然對中國一

竅不通，卻竭盡所能協助留學生在外語能力上的需要，除了團契中會刻意放慢說

話的速度之外，負責人也會耐心地逐一解釋較難的《聖經》詞彙，甚至在團契後

會針對外語能力不佳的留學生進行額外的語言輔導，建立學子對外語的信心，也

增進學子與團契負責人之間的感情。除了在團契中所感受到的溫暖，海外學子在

基督徒寄宿家庭裡，也能間接感受到教會對於他們的關心，如同寄住在基督徒家

庭中的學子，受到許多基督徒特別的關愛，雖在文化和語言之間存在著許多代溝，

但是非華人教會或教友對於留學生的照顧，仍十分打動留學生的心，進而促進學

子持續參與在教會中： 

我認識一個姊妹，她的寄宿家庭對她非常非常好，因為知道她很想家。她生

日的時候，寄宿家庭想要給她一個驚喜，為了要讓她開心，就給她買了一箱

籤語餅，讓她哭笑不得，因為那不是中國的東西。（A-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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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提供了異文化環境中的母國文化緩衝地帶，而非華人教會則提供了

相對寬容的異文化環境，皆幫助異鄉學子更容易銜接海外的生活，也讓學子在教

會中認識更多的朋友。 

二、教會社交網絡促進認同 

    教會組織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填滿留學生課餘的時間，例如：查經班、主

日崇拜、團契、聖誕節、復活節等，吸引了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留學生參加。留

學生在華人教會中，得以認識更多與自己相同處境的華人留學生（包括來自中國、

台灣等以華語／普通話為母語的留學生），至於進入非華人教會的中國留學生，

因其地區限制，能接觸到的華人不多，卻相對容易接觸到非華人的留學生，進而

建立除了母國與留學國之外的多國同儕人脈。無論在華人教會或在非華人教會中，

異鄉學子藉由教會活動認識了更多同儕，並且成為彼此在海外求學生涯中的陪伴

者，形成了在教會中的留學生小群體，而教會就是他們之間的話題，教會活動則

提供他們固定見面、分享的場所。受訪者 D 當初就是因為對群體生活的渴求而

進入教會，也在教會遇到同鄉、建立了剛開始的人脈，因為情感的需求，D 決定

要更常參加教會活動。同儕間建立的友誼，會隨著次數與時間越益堅固，而學子

間的「革命情感」亦會促進留學生對教會歸屬感的建立，讓學子經常去教會並且

喜歡在教會的時光。 

那年的聖誕節，我忽然覺得我很需要一個 Chinese Community，平時一個人

還 OK，但要過節了，就覺得要去教會看一下，所以我去了當地的華人教會，

認識了一個同鄉，雖然我當時沒有信，但我決定第二年要經常去教會。（D-1-02） 

除了教會同儕間的情感交流外，留學生也有許多機會接觸當地的外國人或海

外華人，其中不乏教會裡的核心人物，例如：牧師、執事、長老等。這些教會人

士常不定期邀請留學生到家裡餐敘、關心近況，甚至幫助學子搬家、帶他們去吃

飯，教會人士對學子的關心與照顧，讓異鄉學子將教會當成「家」、教會人士則

是「家人」，受訪者 L 因為教會人士的關心而開始不間斷地參加教會活動，甚至

暱稱教會長老為「叔叔」，將「叔叔」一家人當成自己在海外的家人，而 E 則是

透過傳道人而進入教會，與許多教會的長者建立良好的關係，得到許多生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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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可想而知，受訪者 L 與 E 後來都決定接受基督信仰，在海外教會受洗成為

基督徒。 

我進到長老家裡面的時候，我就覺得好溫暖，雖然只是第一次見面，可是他

們好像把我當家人一樣來關心…突然間我很嚴重的 homesick 就不見了，然

後因為這樣，每個禮拜五的查經班跟每個禮拜天的主日我都會去。（L-1-02） 

我參加了一個在同學家裡的聚會，認識了他們教會的傳道人，所以跟傳道人

有一些接觸，也給了我非常多的幫助，然後就慢慢進入這個教會，那時也跟

一些年長的姊妹有深入的溝通，包括生活上、學習上，還有剛到國外一些不

適應的地方，然後她們也會給我講一些簡單的信仰重點，那時候我就開始參

加主日與團契。（E-1-01） 

我們從受訪者 L 的例子，可看出部分教會進行留學生事工的時候，不僅以慈

祥的教會長者來關懷想家的遊子，滿足海外學子渴望家的心情，更直接讓教會的

核心人物與留學生間建立關係，讓學子可以直接與牧者進行基督信仰上的問答，

而牧者、長者與留學生之間的良好關係，甚至可以吸引學子來參加相對較為枯燥

的主日崇拜，加速了學子接受基督信仰的歷程。總而言之，留學生在教會裡的社

交網絡越多，則人際關係就越穩固、留在教會的機會越大，而留學生在教會的時

間越多，則更多接觸到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大大增加了受洗以確立其基督徒認同

的機會。 

三、基督信仰解答人生的疑問 

    幾位受訪者向筆者表示，自己在教會裡找到了有關「生命」的答案，包括對

生命意義的疑問，以及對於人生方向的困惑。P 因為尋求人生的意義而主動踏入

教會，而 O 則是進入教會之後，才發現講道的信息解答了自己長久以來對於生

死觀的問題。N 則是以求知的心態進入教會，在閱讀《聖經》的過程中，逐漸克

服自己從小到大對於死亡的恐懼、改善了他長久以來「怕死」與「失眠」的問題，

因而強化了 N 對基督教的認同。K 是因為對基督信仰中有關生命議題的探索具濃

厚的興趣，因而踏入教會，並認為自己在這個信仰中得到新的力量，因而進一步

接受基督信仰、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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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覺得人生很空虛，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也問過父母，但他們也

不能給我答案。然後我就去教堂了。（P-1-01） 

我去教會一段時間後發現，講道的信息跟我多年來問的（有關生死的）問題

相關，這樣我就比較投入一些了…。（O-1-01） 

我從小到大一直很怕死，到大學以後有的時候會嚴重到睡不著…後來就試著

開始禱告，然後就漸漸好了。《腓力比書》說：「我活著是基督，我死了有益

處。」這樣的話對我面對死亡的問題，很有啟發性的作用。（N-1-01） 

我對基督教有興趣是出於一種對於生命意義的追問或探索，基督教在很多方

面回應了我的追問或探索，並且能夠在生活當中讓我感到信仰所帶來的新的

力量，所以我決定在海外受洗。（K-1-01） 

    在教會中，藉由《聖經》所傳達的基督教價值觀，學子得到了各樣生命問題

的解答。Carolyn Chen（2008）認為，生命議題為基督信仰的優勢，而未信者接

觸教會之後，置身於教會營造的特定氣氛之下，有許多機會被引導思考生命相關

的議題，然後教會再以《聖經》的內容來進行回答，這樣的方式有助引領（或引

導）未信者皈信基督教。（Chen，2008，頁 63-68）。筆者對 Carolyn Chen 分析之

「教會氣氛將討論內容導向基督教優勢議題，以促進未信者皈信」的看法，表示

認同，但 Chen 的結論卻無法涵蓋本文受訪者皈信基督教的歷程。筆者認為，除

了被教會營造的氣氛影響之外，知識分子更傾向自我求知欲上的滿足，乃有因渴

求生命解答而進入教會者，如 P 與 K 即為主動尋求的角色。因此，若一昧將皈信

者置於被動、被影響的角色，而忽略了個體主動的積極意義，則未免太過果斷，

亦無法說明身處於相同情境，卻始終無法在教會氣氛影響下接受基督信仰的另一

群人，為何未被引導至皈信的階段。 

    筆者認為，教會裡的查經班、主日崇拜等，常牽涉到生命議題的探討與辯論，

這對於喜歡求知的知識份子（包括中國留學生）來說，相當重要。教會提供了學

習的環境，以《聖經》為課本、牧者為教師，其傳達的基督教價值觀在在挑戰了

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並在持續不斷的探討與辯論中，逐漸深化心中的基督信仰

內涵，為認同加溫。但對於幾位受訪者來說，為認同加溫的方式不用這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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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過去接觸過令他們印象深刻的基督徒，就夠了。 

我以前在中國是做導遊的，我的遊客很多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有些甚至是

牧師，他們各方面對我特別好，如果我犯了什麼錯誤，他們從來不會說什麼，

這對我影響很大。（N-1-02） 

我從小家裡有幾代基督徒，我媽媽那邊有、我爸爸那邊完全沒有，我那時從

來沒有真正了解這個信仰，我只覺得自己更喜歡做一個基督徒，雖然我不知

道這個信仰具體的內容，但是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個基督徒。（I-1-01） 

因為別人孩子也比我多、工作也比我忙，所以我看到他們完全擺上服事主的

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也可以做到，他們就成為我很好的榜樣。（Q-1-01） 

  N 在工作上犯錯時，其基督徒客人相較於其他群體而言，對他表現得更為寬

容，而使 N 對基督徒產生好印象，從而喜歡基督教。I 則是因為基督徒家人所給

的好印象，而想要當一個基督徒。Q 則是將教會中其他人的好表現當成榜樣，將

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奉獻給教會。但也有人是因為「超自然的經歷」而使得認同迅

速加溫，例如：J 做了一個夢，夢境中出現解決他與父親間關係的建議，在這之

後 J 就開始讀《聖經》，並且對基督信仰非常感興趣，後來成為基督徒。D 則認

為自己是因為禱告而在海外得到很棒的工作，因此對基督信仰的信心大增，增加

D 參與教會活動的興趣。P 所經歷的更為神奇，因為他兩對不孕症的夫妻朋友，

在 P 帶領他們決志信主後的當週，都懷孕了，而 P 也宣稱自己則在成為基督徒三

年後，經歷了腫瘤「被主醫治」的神蹟。 

我跟父親關係不太好，後來我做了個夢，夢裡有一個聲音說：Forgive and 

Forget！我醒了之後覺得這兩個字是我當時非常需要的，從那時開始，我開

始慢慢願意去看《聖經》，對這個信仰開始非常感興趣。（J-1-01） 

我第一次跟神做了禱告，如果神覺得可以的話，就給我在海外的工作，結果

第二天老闆就找我去面試，就得到工作了。（D-1-01） 

我們確實遇過神蹟，我們有兩對夫婦是生不出孩子的，然後在我們傳福音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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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那個禮拜就懷上孕了，因為他們決志信主了。（P-1-02） 

我的兩個腦垂體、中樞神經這個地方長了一個釐米大的腦瘤，我已經做好上

天堂的準備，但兩年之後就被神醫治了。（P-1-02） 

四、「他我區分」促進認同顯現 

    在教會中穩定聚會的未信者，常會面臨到「決志」（conversion）與「受洗」

的抉擇，這是對於未信者「加入」群體的「邀請」，這同時也是促進基督徒身分

認同顯現的時刻，未信者可透過「決志」表達願意接受基督信仰的意願，進而接

受洗禮的儀式以獲得群體成員的資格，打破群體邊界、從「他們」正式成為「我

們」（方文，2005，頁 41）。方文認為，受洗不僅是教會的聖事，同時也象徵一

種生命模式的轉變，更是在公開在神和人面前宣布自己決心加入教會的重要儀式。

對於留學生來說，穩定聚會之後，以「受洗」為依據的他我區分會也會不斷出現，

從名稱（已受洗的為弟兄姊妹，未受洗的稱慕道友）到談話內容都有不同，而領

聖餐的儀式則最能表現出這樣的區分。部分教會規定未受洗者不得領取聖餐，每

次聖餐儀式之前，會強調「聖餐是為受洗的弟兄姊妹所預備，請未受洗的朋友們

在受洗之後再領」之類的話語，教會以受洗為群體區隔的符號、將「凡俗」與「神

聖」劃分開來，這樣的區分有助於促進留學生的基督徒身分認同，顯現在眾人的

面前。 

我去教會兩年後還沒受洗，我也滿痛苦的，因為大家都信了，每次領聖餐的

時候，基督徒要站起來領聖餐、非基督徒要坐著，那個堂很大，我感覺沒幾

個人是坐著的，好像我是異類。老實說我當時很羞愧，好像我是罪人一樣，

因為大家都被赦免了、就我沒被赦免。（G-1-01） 

    Carolyn Chen（2008）認為，教會傾向將「皈信」基督教的行為視為「正常

化」的選擇，而這樣的環境也有助於創造皈信的氣氛。對於 G 來說，未受洗的

身分讓他感受到羞愧，因為自己是教會中的「異類」，是少數「沒被赦免」的人，

又因為身旁的朋友都受洗、正式成為基督徒群體的一員了，在這樣他我的區分與

對比之下，加強 G 對於基督徒身分的渴望，最終選擇受洗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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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想爭戰的很嚴重，我最後還是決志了，因為我沒辦法回到那個沒有教會

的生活，因為世人的生活感覺很無聊、很空虛，所以那天我就決志了。（G-1-01） 

    但是對於部分留學生來說，顯現其基督徒身分認同並非易事，在他我的區分

的過程中，也可能導致未信者逃離的行為，X 就是一例。X 喜歡上教會，並且每

周都到教會聚會，可是每當 X 在教會中面對決志或受洗的壓力時，就會選擇換到

其他教會以躲避教會群體帶來的受洗壓力，這樣的情形發生在 X 身上三次以上。

面對受洗壓力的 X 選擇離開教會，卻又進入了其他教會，給予自己一些信仰的緩

衝期，於是我們可以看出 X 對於基督教信仰存在著主動建立的認同，而這樣的認

同建立在信仰本身、非建立於教會之上，而這樣的認同卻因為某種因素而未能顯

現出來，導致 X 不停地逃離教會。但是，早已建立基督教認同的 X，回國後恰巧

進入一間喜歡的教會，後來受洗成為基督徒，在該教會中參與許多重要的服事，

為一積極又虔誠的基督徒。從以上的例子來看，他我區分確實能夠促進對於基督

信仰的再思考，進而促進未信者的認同顯現，並且增強其基督徒身分認同確立的

意願。 

我在海外時沒有信，但是周周都去教會，我每去兩個月就會換一個教會，因

為他們會問我要不要信，那我就換教會。我去過…至少三個教會。（X-1-02） 

異鄉學子成為主內家人的阻力 

Carolyn Chen（2008）認為，移民在海外皈信基督教為基於實用主義的選擇，

因移民至海外後，不再擁有原鄉的人際網絡，此時的教會就成為延伸的家庭

（Extended Family）與社交場所，同時，距離改變了移民個體與原鄉家族的關係，

同時弱化家族成員對於個體遵守家族宗教傳統的控制，例如：移民在確定不會回

國面對家族壓力之後，才接受洗禮。（Chen，2008，頁 71-72）從本文的受訪者

故事來看，的確，大部分留學生進入教會的原因不外乎教會所能提供的實質協助，

包括免費課程、社交活動與歸屬感等，受訪者 G 亦意識到自己進入教會的目的

性。 

我其實我當時信基督教還是有點目的性啦，就是可能會讓我更充實、更喜樂

一些，因為我跟男朋友分手後，自己一個人會胡思亂想。（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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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他們面對洗禮一事，卻還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關卡，那就是「家

人」的因素。對於仍為「學生」身分的中國學子而言，經濟來源倚靠家人的供應，

因此，家人的不同意見對於學子來說更具影響力，G 當初就是因為母親認為基督

教與中國文化有所衝突，而遲遲不肯受洗： 

我媽是信佛教的，她說最好不要信跟她的信仰有衝突的信仰，這也是我糾結

了兩年沒有受洗的原因，我媽媽是最大的阻力，因為我不想讓她難過。（G-1-01） 

除此之外，中國的家人也常被基督教在中國媒體上被營造出的負面形象所影

響，擔心孩子被捲入與共產黨敵對的宗教活動中，造成人身安全上的疑慮，也有

父母會擔心孩子的基督徒身分，會影響到將來考公務人員的資格、甚至影響孩子

未來的前途等。基於實際因素的考量，家人（尤其擁共產黨籍的家人）對於學子

成為基督徒一事大多相當擔憂且不支持。 

因為國內對宗教的報導都挺負面的，所以我的父母很擔心，希望我不要捲入

任何的宗教活動。（O-1-01） 

我父母不排斥我有信仰，因為他們自己也有信仰，是信佛的嘛，但是他們最

排斥的是…不要因為信仰讓一個人失業、升不了職，或變成窮人，他們排斥

的是這個東西。（F-1-09） 

我外公外婆覺得信仰上帝很好，因為外婆的好朋友是信耶穌教的，她就覺得

信仰是個好東西，就跟她自己去拜拜菩薩一樣，她沒有反對我…，她覺得我

們做的事情合法就好了。但是我姨父是共產黨員，而且是思想特別保守的那

種，他就非常的…憂慮我的信仰，很擔心我哪天被抓起來。（L-02-02） 

再者，大部分學子都是短期赴外求學者、非長期移民，因此無法以遠距離的

維持來逃避家族的反對壓力，因此，即使學子即使被海外教會給予的諸多好處所

吸引，但家人因素才是影響海外學子基督徒身分確立的關鍵因素，事實上，許多

受訪者都提到自己受洗之前，大多會事先知會父母，顯示出家人的意見對於其身

分認同確立的重要性，亦擔任延長或中斷留學生皈信基督教的過程，而有些人因

此不再繼續堅持基督徒身分認同，但許多人最終仍然克服家人意見的阻力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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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洗禮，並且回國面對家人所給予的壓力。對於這些最終仍建立基督徒身分認

同的學子而言，基督信仰對他們的吸引力大過於家人、環境造成的阻力。 

受洗完那一刻我就發現，我找到了港口、我停下來了，就是那種…那種…那

種平安的感覺。（V-1-05） 

    教會所提供的基本社交功能、異文化銜接等功能，能夠對學子提供實際的幫

助，而基督教的生命議題則是帶給學子啟發，並滿足了其求知欲與對生命的探索，

而超自然經歷則進一步促成認同的建立，基督教的吸引力與來自四面八方的阻力

互相抗衡。在這樣的矛盾與掙扎中，許多留學生接受了基督信仰，在海外建立了

或深或淺的基督徒身分認同，以及或多或少的海外聯繫，並且準備以「海歸」「基

督徒」的身分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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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歸回前的預備 

    由 2003 年至 2012 年的留學人員回國統計表中，可看到回國人員人數逐年攀

升，「海歸」逐漸成為一個趨勢。 

 國家公派 單位公派 自費留學 該年度總數 

2003 2,638 4,292 13,200 20,100 

2004 2,761 3,965 18,390 25,116 

2005 3,008 4,770 27,200 35,000 

2006 3,716 5,267 33,400 42,400 

2007 4,302 4,211 36,000 44,000 

2008 7,500 5,000 56,800 69,300 

2009 9,200 7,300 91,800 108,300 

2010 / / / 134,800 

2011 9,300 7,700 169,200 186,200 

2012 11,000 9,200 252,700 272,900 

◎表二：2003 年至 2012 年留學人員回國情況統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布 2003 年~2012 年官方數據）
3
 

一、為什麼「海歸」？ 

    過去滯留在海外的中國人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每年統計自改革

開放後在外滯留的留學人員人數，自 1978 年至 2012 年底，中國官方統計已留學

身分出國、目前仍在外者有 155.34 萬人，其中 113.69 萬人正在進行學習和研究，

這樣的數據顯示，到 2012 年為止，至少還有 41.65 萬過去以留學名義出國者，

因許多原因仍在海外。4為什麼從前想盡方法停留海外的華人群體（包括留學生、

移民與經商者等停留在海外的華人），開始將「回到中國」列為生涯的選項呢？

我們可以從留學生的口中略知一二： 

                                                      
3
 本數據整理自中國教育部十年以來，每年公布的數據，由於網址眾多，因此僅載明於本論文參

考文獻中，在此不再贅述。 
4
 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方網站，為網頁資料因此未標頁數，又該篇文章並未註明發

表年份，但以過去幾年數據發表皆在 2 月中至 3 月初之間，加上筆者於 2013 年 3 月 12 日找到

該篇文章，2012 年數據的發表應在 2013 年 2-3 月之間。內容詳見＜教育部對外合作與交流進展

＞，網址：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04/201302/148024.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04/201302/148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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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生大部分都還是想要拿到身分的…教會也是期待更多的孩子可以

留下來，但是移民政策一直改，所以很多人到後面迫不得不回國。（L-1-04） 

因為公司不景氣要裁員，我就被裁掉了。（D-1-02） 

我覺得去英國的人回來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英國政策本來就不鼓勵移民嘛，

但美國的話…應該是這幾年去的人多了，加上經濟不好，留學生要找工作拿

綠卡其實也滿難的，特別是文科生。因為我是做教育的，現在的公司一大堆

海歸。（D-01-07） 

留在海外本來就不容易，加上我的專業跟人、跟文化有聯繫，所以不太可能

留在那邊做事。（S-1-05） 

回國的話，因為當時只是 exchange 一年，我們理應要回來，當然也可以不回

來…但因為我還是拿國內大學畢業的證書，所以當時不太考慮在那邊多待一

段日子，畢竟是必須回來完成學業的。（E-1-01） 

    以上所舉例的海歸，海外經歷普遍較少、海外年數較短，在海外停留 1 至 9

年不等，歸國時的年齡亦介於 22 歲至 34 歲之間，屬於較年輕的海歸。年輕海歸

歸國原因包括：各國移民政策的更改、海外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求學年限已

屆而不得不回國…等，從受訪者話語中，可以發現留學生普遍存有停留海外的願

望，但是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海外職缺數量越來越少，中國留學生數量

卻越來越多，職缺性質與留學生的專業也不一定相符合，致使留學生在海外停留

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對於已經在海外找到工作的受訪者而言，海外所遭受的工作

壓力，以及隨時可能被裁員的工作環境，也是年輕海歸選擇歸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部分年輕學子而言，「海歸」並非首選，卻可能是最後的選擇。 

    筆者也發現，對於正值青壯年的年輕學子而言，除了海外就業不易、不易取

得居留證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促使他們作出回國的決定，那就是「父母」

的因素。中國 1980 年 9 月 20 日發表了控制人口增長的公開信，並全面實施一胎

化政策，迄今已經邁向第 33 年，幾乎所有正值青壯年的海歸都是一胎化政策下

的獨生子女，他們背負著父母所有的期望赴海外留學，深知自己對父母應有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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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義務，因此，許多學子一開始就不考慮在海外長期居住，而部分學子即使已

在海外找到工作，仍掛心在中國的父母，U 甚至嘗試將父母帶到海外居住，但父

母卻無法適應異鄉的環境，致使 U 最後選擇歸國陪伴年邁的父母。G 也是相同的

情形，甚至因為父母的因素，放棄了海外生活，也放棄了申請海外居留證的資格，

選擇回到中國。 

主要考慮到父母的原因，因為我是獨生子女。畢業後也嘗試讓父母到海外住

過一段時間，但覺得不是長遠之計，他們可能不太能適應那樣的社會和生活。

（U-1-03） 

我覺得我的根就是在這裡，對我來說家庭滿重要的，我們這個年齡都是獨生

子女，雖然我爸媽不需要我掙錢養他們，但他們心理上是需要我在他們身邊

的，我們現在住在一個很方便就能見面的距離，他們身體不好我馬上就能過

去。（I-1-011） 

我在外國將近十年嘛，那時特別想家，我覺得父母越來越老了，他們去國外

也不方便，加上「父母在，不遠遊」，我想想…還是回去吧，我的十年居留

證差一年就拿到了，但我還是選擇回國了。（G-1-03） 

我是家裡的獨生子女，加上因為我做過交流生所以申請工作簽證很麻煩，而

且外國的工作相對無聊…一個人生活嘛，總是很無聊。（N-1-03） 

二、資深學子為何「海歸」？ 

  另有一群早期赴外的留學生，他們畢業後，在海外找到穩定的工作、結婚生

子，亦取得海外的身分，無論是就業薪資、生活水平，在海外都屬於中上階層、

不虞匱乏，這類的海歸通常都在海外居住超過十年，大多已取得外國身分。J 居

住在海外 15 年，但因為海外的工作遇到瓶頸，而中國身為一個快速發展中的國

家，讓 J 感到自己或許能在中國有一番作為，於是選擇回到中國。 

那時候有兩個東西觸動我要回來吧，一個是我在工作上面沒有新的發展，在

海外也遇到瓶頸，就想說是不是可以去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另一個觸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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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教會常常為中國禱告，我就想，其實中國也滿吸引我的，我就回

來了。（J-1-02） 

    筆者接觸到幾位屬於長期居住海外的資深學子，如上述的 J，他曾提及自己

回到中國是因為想要向中國人傳福音，而擁有相同宣教願望的海歸，卻不只 J 一

人。受訪者 V 和 P 分別在海外 16 年與 17 年，他們在海外都有穩定的工作與生

活，而選擇回國是為了完成「宣教」的願望。V 的太太年輕時曾經以「毛驢」5的

身分進入中國，亦曾在海外基督教機構從事社會工作，在海外建立了一定基礎的

宗教人脈，而太太的宣教願望也促使 V 開始計畫並尋求回到中國發展的途徑： 

我太太坐火車進入廣州的時候，一邊抹眼淚、一邊看著這塊土地，覺得心裡

有個呼召：將來要回到這個土地上來祝福這個國家。（V-1-010） 

回來之前我們曾經來中國探路，想要尋求回中國的道路，那時認識一些做生

意的主內弟兄姊妹，就來中國看看有沒有機會…探了半天才發現，在美國認

為是開的門，實際上並沒有開，所以失望而歸。（V-1-010） 

  以 V 與太太的海外宗教人脈，大可以藉由宣教機構的各方面引薦進入中國，

但 V 考量到中國受限的宗教環境之後，決定婉拒宣教機構的支持，選擇以工作來

供應並掩護宣教的方式，回到中國。V擔任外商公司在中國成立的研發中心主管，

社會地位高，且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並得以支持夫妻倆的宣教事業： 

我們不覺得應該走宣教機構的道路，因為如果走宣教機構的話，有很多不便

之處，特別是國家可能會不認可…所以我們就憑自己的雙手供應自己。

（V-1-011） 

  至於同樣在海外居住多年的 P，當初因為子女的教養問題而進入教會、成為

                                                      
5
 中國的部分地區缺乏聖經，於是有些熱心的基督徒會在身上綁著《聖經》過海關、藉此將更多

的《聖經》帶入中國，而這些基督徒被稱為「毛驢」。V 並未透露太太擔任毛驢的年代為何，但

據《基督日報》報導，截至 2010 年止，中國的《聖經》印刷因受政府限制，因此偏遠地區仍然

缺乏聖經，因此至今仍有私帶聖經入中國的情形。詳細內容請參考《基督日報》之＜宣教機構分

析「私帶聖經入中國」仍具爭議性＞2010 年 9 月 7 日，網址：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news/den-15189-0/宣教機構分析「私帶聖經入中國」仍具爭議性

-基督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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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P 說，她的腦瘤被「上帝」醫治而消失，從那時開始，她決定帶著宣教

的使命回到中國，在得到先生的支持後，P 帶著全家一起回中國： 

我的腦瘤得到醫治後，我們就做了個決定說：如果神要我們來中國的話，我

們願意被差遣，那時我跟我先生就在網上投履歷…本來以為會去南京，結果

來了上海。（P-1-03） 

三、歸回前的預備 

    無論學子在海外年數為何，身為基督徒的他們，歸國前都已經在海外建立一

定的宗教人脈與基督徒身分認同，而在這認同建立的過程中，也與教會培養出互

信互依的關係，學子並不同程度的參與教會事務、信賴教會人士對於他們的幫助

與建議，教會人士對於留學生的影響力是大的。留學生將海外教會當成自己的家、

將教會人士當成父母或可敬的長輩，因此，這個「家」對於家庭成員的成長與未

來，或多或少都擔負著一點責任，但海歸趨勢所帶動的家庭成員流動性，也使得

海外教會每隔幾年就必須送走自己辛苦培養出的優秀人才： 

當時我參加的普通話青年團契有個特點，就是人員流動非常大…帶領我們的

夫妻本身知道這個狀況，就是除了當地的學生之外，很多人都是短期的，停

留一到兩年、兩到三年，可能不會到四年。（E-1-02） 

我們教會很大一部分都是海外留學生…我們團契 90%以上都是海外留學生。

我們的牧者每一次送走人都會滿心痛的，但他們也覺得很開心，因為是在這

邊灑下的種，然後再散發出去。（L-1-04） 

    大多數學子在出國前並非基督徒，又或許在國內從未接觸過基督教，更別提

對於中國的宗教政策與宗教環境的理解。海外信主的海歸基督徒攜帶著與以往不

同的宗教身分回到國內，可能對中國宗教環境帶著錯誤的期待，或以為國內教會

跟國外教會沒有差別，或以為國內聚會如同國外般自由開放，這些錯誤的期待，

使得部分海歸基督徒最終放棄了在海外教會建立起的基督徒身分認同（國內信主

的海歸基督徒較無這類問題），這些衝擊我們會在第四章中詳做討論，在此不再

贅述。海外教會面對大量準備回國的準海歸時，若教會本身對於中國的宗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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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了解，則學子或許會在海外時就對中國的宗教環境有初步的認識，以做好心

理準備；若海外教會（例如：非華人教會）對中國一竅不通時，海外信主的學子

回國後可能遭遇到相對較大的衝擊，也會影響到認同的強度。 

我覺得在我參加的教會有很好的教導，主要告訴我們環境會很惡劣，但是不

要看環境。簡單來說，信仰這個東西是自己選擇要信的，也不會因為我的選

擇，神就改變外部環境。（F-1-03） 

牧師在我走前跟我聊過回去後要怎麼辦，叫我不要去三自教會、要去家庭教

會，還要注意一些信仰上的原則，比如說在傳福音上要「靈巧像蛇，馴良像

鴿子」。那個牧師是專門做海外福音工作的，每次來上海都會找我們吃飯聊

天。（N-1-06） 

知道我被裁員後比較 down 嘛，可能別人會給我很多安慰，但都沒有說我回

去要適應什麼…之類的提醒。（D-1-03） 

    部分教會對歸國學生回國後的宗教適應提供直接的建議，但更多海外教會則

是在學子歸國後，在牧者與學子間建立一個溝通管道，讓歸國者可以持續透過網

路與牧者聯繫、解答信仰上的疑難雜症，並可使用海外教會資源持續自我進修，

部分牧者甚至定期到中國拜訪歸國學生、關心他們，而有的教會則是視歸國者為

其在中國的窗口，協助引薦更多赴外求學的學子進入海外教會。 

大家的去向也不一定嘛，可能臨走的時候會跟牧者聊一聊，我回來也跟牧者

保持聯繫，我在這裡遇到問題也會寫信詢問他們，包括他們知道國內很多資

料買不到，也會給我郵寄一些那邊的書籍。（R-1-03） 

回來以後也一直保持溝通，經常收到那邊給的一些資料…教會會把星期天的

mp3 放在網上，其實也很方便去聽去看去學習，這感覺是挺不錯的。然後大

家都會定期發郵件溝通，所以一直是保持溝通的狀態。（E-1-02） 

隔幾個月就會有牧者來到中國看我們，教會也希望我們在這邊能更好的為神

做福音的工作，然後教會那邊也會定期有人來看我們、關心我們。（L-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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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教會）希望這些沒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學生，通過我們這些畢業生的介

紹，可以讓每一屆去海外的人可以直接進入那邊的教會，讓教會去幫助他們

在海外的生活，也讓他們慢慢地接受這個信仰。（E-1-03） 

    海外教會面對留學生歸國前後的作法，大概有以下幾種：（一）回國前提供

具體建議；（二）回國後保持聯繫；（三）將歸國者視為再引薦留學生至海外教會

的中國窗口；（四）將歸國者視為海外教會在中國的入口，協助關懷回國者。從

教會性質來看，留學生參與的教會分為「華人教會」與「非華人教會」，而華人

教會又可分為「參與中國事工」者與「未參與中國事工」者。基本上，非華人教

會人士對於中國所知甚少，大多不了解中國文化，教會本身對中國留學生的關懷

即存在著文化差異，非華人教會僅能提供留學生在海外生活上的協助，無法協助

準海歸進行回國前的預備，而在這個部分，未參與中國事工的華人教會因其不了

解中國的現況，因此亦無法提供學子歸國前實際的協助，基本上與非華人教會相

同。非華人教會與不了解中國的華人教會，最多僅能做到以上第二、三點。接觸

過海外留學生事工的 A 這樣形容： 

因為他們（非華人教會）不了解中國、對留學生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不能

指望他們去幫助這些留學生作回國前的準備。（A-01-012） 

  但是，受訪者 E 的教會屬於未參與中國事工的華人教會，該教會雖無法針對

準海歸進行歸前協助，卻反向運用歸國學生的人脈轉介新留學生，讓新學生抵達

海外後可以更直接地進入教會，增加留學生進入教會的機率，為一種創新的教會

發展策略。這樣的策略十分適用於透過校際合作、短期至海外進修的交換學生，

因其每年都會透過學校固定派遣學生至同樣的地區，因此交換學生之間可以將海

外教會的資訊，源源不絕的傳承下去，促進海外教會的當地宣教事業： 

教會有給我們印一些小小的名片，類似卡片那樣，如果我們知道有人去那個

地區，就可以把教會的聯絡方式交給他們，讓他們到當地之後直接聯繫教會，

接下來就看教會那邊怎麼做。（E-01-03） 

    近年來，許多海外華人教會開始進行中國的宣教工作，如上述 L 與 N 的海外

教會牧者，因其中國事工所需而定期到中國，並順道拜訪歸國學生，此舉不僅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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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與海歸的緊密關係，親身進入中國也使得牧者更加了解中國的最新動態。留

學生參與在這樣的教會中，一來自然對於中國的宗教情勢略有所聞，二來海外牧

者能夠以其對中國深刻的認識，來協助準海歸回國前的各項調適與準備，此類教

會甚至能夠將其中國人脈傳承給新海歸，幫助海歸回國後的宗教人脈奠定基礎，

而可信的海歸也可能成為海外教會在中國發展宣教工作的幫助者，以在地的力量

協助海外教會進一步擴展其在中國的影響力。L 就是海外教會在中國的接待者，

負責接手照顧自該海外教會回到上海地區的海歸基督徒，幫助他們建立在中國的

宗教人脈基礎：  

我們回來以後接手比我們晚回來的人，因為我們已經在這邊有了屬靈的家，

只要有人要回上海，都一定會先跟我們聯繫，然後我們會帶他們去教會，或

是幫他們找教會。（L-01-06） 

四、《海歸手冊》 

    上述為筆者歸納出海外教會面對留學生所普遍具有的態度，但隨著世界各地

教會中的海歸群體逐漸成為移動趨勢，海外教會面對大量中國留學生歸國的態勢，

難免有力不從心的狀況，因此，美國海外校園雜誌社也順應中國海歸趨勢，出版

第一本針對中國留學生歸國的《海歸手冊》6，並盼望海歸群體成為宣教的窗口，

《海歸手冊》這樣說：「培育今日的海歸基督徒，就是建造明日的中國教會。」

（海外校園同工，2009，頁 87）可見海外教會逐漸看到海歸基督徒群體回國後

在基督教宣教事業上的潛力。海歸回國後的確面臨到許多挑戰，有鑒於此，海外

校園出版社在中國各主要城市蒐集海歸的訪談資料，結合不對外公開的海歸相關

研討會成果，針對準備回國的「準海歸」群體，建議回國前應進行的各樣預備。

本書共分為十六章，從何謂海歸、為什麼要回國、對中國本土教會的了解、歸國

後的可能預期落差，包括生活起居、工作環境、子女的教育…等，直接點出海歸

基督徒回國前後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希望藉由本書能夠減低海歸回國後種種的適

應困難。以下是《海歸手冊》一書的目錄： 

一、 認識海歸 

                                                      
6
 海外校園同工（2009）。海歸手冊。CA：Overseas Campus 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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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歸去來兮 

三、 歸國前的心路歷程 

四、 歸國前應有的預備：靈命成長與真理裝備 

五、 歸國前應有的預備：了解故土 

六、 歸國前應有的預備：回國後可能遭遇的難題 

七、 上路 

八、 回國後的一般性調適 

九、 回國後家庭關係與子女教育的調適 

十、 回國後工作環境的調適 

十一、 回國後生活起居的調整 

十二、 歸國後的靈命成長和事奉 

十三、 海外教會如何關心參與 

十四、 案例研習 

十五、 查經---從聖經人物看海歸 

十六、 各種支持性資源 

    以教戰手冊方式出版的《海歸手冊》，使用針對中國群體的簡體中文，內容

精準且符合中國時勢，確實能夠成為海外教會面對大量中國歸國學生時的特定教

導材料，可惜筆者所接觸的 25 為受訪者當中，僅一位受訪者曾經聽過並使用過

本書，顯示本書在海外教會中的能見度仍不足。《海歸手冊》雖為非學術性的刊

物，但本書的出版可看到海外教會對於中國基督教議題的反應相當迅速且實際，

此刊物實為海歸基督徒書籍的前鋒，唯一的缺點就是使用本書需要個體有自學的

動力，或與海外教會互相配合，讓留學生群體能確實在歸國前參與到這樣特別為

海歸量身訂作的課程，方能有效降低海歸回國後的衝擊。基督教會組織的策略向

來極具彈性及創意，將來或許會持續發展出不同於以往，更加多元、創新的策略，

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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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歸回中國：海歸基督徒身分認同的調適 

第一節 上海海歸與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 

    上一章談到海歸在海外時的生活，以及如何建立基督徒身分認同的過程，這

一章，將談到海歸基督徒回到中國後的生活，首先，我們先談談海歸為什麼選擇

了上海？ 

一、為什麼選擇上海？ 

    上海位於中國靠海的中心地帶，無論是跨國移動或各城市間移動，都相對容

易，海歸到國內外旅行、拜訪親友都較為容易。再者，上海能提供小城市所沒有

的多元就業選擇（例如：外商企業、金融業），讓海歸得學以致用，但也有人單

純考量到對上海的熟悉感與歸屬感，就選擇定居上海。在海歸心中，上海無論在

地理位置、就業機會、國際化程度、生活水平等，普遍優於其他大都市，也因其

相對接近海外的生活環境1，吸引了許多海歸進駐、尋求發展： 

從交通的便利來講，上海可以算是個很方便的地方，去北京、去廣州…什麼

地方都非常容易。當初我們就是從整個地理位置來考慮，看了半天，去北京

的話就是往南方會遠、去南方的話但往北方就遠，上海似乎在中間，所以這

是我們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V-01-011） 

我老家是小城市，我學的東西在那裡用不到，我想去大城市會好一點，因為

上海在世界來說是一個比較發達的城市，就想出來看一看，年輕嘛，還是拚

一拚吧。（C-01-01） 

我的金融專業比較適合在上海發展。（I-01-03；T-01-03；U-01-03） 

                                                      
1
 筆者曾造訪上海浦東地區的新興住宅區，浦東相對輕鬆的生活步調、寬敞的居住空間，加上住

宅區內外國人與海歸聚居，讓人彷彿置身海外。 



58 
 

如果要回來的話，就要選大城市嘛，北京、深圳、上海…那因為我以前在上

海待過好幾年，然後離我家最近，主要是這些原因。（R-01-02） 

    即使上海因其各種優勢，成為海歸定居、尋求發展的理想城市之一，但是對

於部分基督徒身分認同程度高的海歸來說，上海的宗教環境也是吸引海歸停留上

海的原因之一，因為許多在中國進行福音工作的海外教會，在上海多設有據點與

聚會點，因此，許多海歸基督徒就其聚會便利性而選擇了上海。拿海歸 I 來舉例，

他選擇定居城市的方式，竟僅從該海外教會在中國設置據點的幾個所在城市之間

來做挑選，最終選擇了上海。留學生若在海外參與了熟悉中國情勢的華人教會，

則回國後大多可直接進入該教會在上海的據點，立即與中國當地的宗教人脈產生

連結，對於海歸回國後的種種適應上相當有幫助。因此，在對於回國後的宗教環

境較有把握的狀態下，準海歸對於歸國一事，就會抱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 

因為我的海外教會在上海有一個聚會點，已經有弟兄姊妹在這裡成立滿不錯

的教會，我回來以後去看看之後，覺得很好。（I-01-03） 

    相反的，對於海外信主、在中國缺乏宗教人脈的海歸來說，上海的基督教發

展狀況多不存在於海歸選擇定居城市的考量因素當中。若留學生參與的海外教會

並未在中國建立任何的宗教人脈，亦不了解中國當代的宗教情勢，則留學生更多

是以自己的喜好選擇定居上海，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地理位置」、「就業」因素之

外，也有受訪者因為「就近照顧父母」、「上海人只會選擇回到上海」等因素，選

擇了定居上海。在宗教流向未知的情況下，留學生面對自己不得不歸國時，大多

會出現兩種情緒狀況：一是因為無知所產生的無懼；二是對中國宗教情勢略知一

二的人，回國前為自已將來的信仰流向感到茫然、恐懼與擔憂，如同海歸 L 一般，

擔心自己將來在身分認同上的衰弱，甚至消亡。 

我很害怕回國，因為我很害怕中國的屬靈環境會讓我…不僅不能成長，反而

退化，甚至於有一天我也許根本沒有辦法堅持我的信仰。（L-01-08） 

  無論海歸對於未來的擔憂與否，歸回已是趨勢。近年來，隨著新時代的改革

開放趨勢，大量不同國籍、不同社會地位的海歸基督徒回到上海，使得上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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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組成越趨多元化，也造成當局在宗教管制上的困難2。基督新教自十九

世紀傳入中國以來，歷經風霜，而海歸基督徒的加入，為城市基督教帶來新的可

能。 

二、上海與基督教3 

    1807 年，首位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抵達中國4（李志剛，1998，頁 75），

但根據中華叢報刊於 1843 年與 1851 年所載之傳教士名表，最早服務於上海地區

的新教傳教士為 1830 年抵華的禆治文（Elijah C. Bridgman D.D.）（引自李志剛，

1998，頁 75-80），在 1843 年之前，上海地區只是傳教士的負責區域之一，例如

禆治文就同時負責廣州與上海地區。1843 年之後，基督新教各派別差會紛紛進

駐上海、興建教堂，使得上海成為基督教傳播福音的基地。（王美秀，2004，頁

148-149；葛壯，1997，頁 156）宣教士透過醫療、印刷、教育等途徑來傳播福

音。截至 1949 年止，上海地區的基督徒達 4.3 萬人5，教堂數量達 280 處。（葛

壯，1997，頁 157）全國 26 個主要的基督教團體，其中有 14 個將總辦事處設立

在上海，而全國性基督教組織，例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全

國總會等，都設立在上海。（孟慶，2000，頁 39）足見中共取得政權之前上海在

基督教界的重要地位。 

    中共創黨之始，對於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反覆不定，時而打擊、時而保護。身

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曾推崇耶穌的崇高人格與捨身精神：「基督

教底『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大半是古代的傳說、附會，已經被

歷史和科學破壞了，我們應該棄舊信仰，另尋新信仰。新信仰是什麼？就是耶穌

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魯珍晞，2000，頁 112）但

陳獨秀對耶穌的崇拜，僅限對於一位人道主義者、社會改革者的推崇，而非在宗

教上的崇拜。基本上陳獨秀是個宗教反對者，而這並不是他個人特殊的看法，乃

是反映了大部分共產黨知識份子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僅擷取基督教社會福音的部

分，而揚棄了其他面向（周策縱，1981，頁 464-470；查時傑，1994a，頁 296-299；

                                                      
2
 至於海歸群體如何增加當局在宗教管制上的挑戰，詳見第五章。 

3
 這裡所指的「基督教」，皆為「基督新教」，「基督徒」亦為「新教徒」。 

4
 根據中華叢報刊 1943 年所載之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名表（1807-1843）。（轉引自李志剛，1998，

頁 75） 
5
 另有一個數據：上海在解放之初有基督徒（新教徒）4.7 萬人。（孟慶，2000，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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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玉銘，1990，頁 155-156）。1950 年，中共政府推行「三自愛國運動」，以國家

的力量介入宗教，並成立官方管控的「三自愛國教會」（亦稱「三自教會」），以

「愛國愛教」的口號，將「國」凌駕於「教」之上，希望藉此減弱基督教對中國

政權可能存在的威脅（邢福增，2008；趙天恩、莊婉芳，1997；鄧肇明，1997）。

即使中共政府創造了以政領教的中國宗教趨勢，卻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進一步

關閉所有已向政府登記的教會，無論曾表態支持政府與否，所有基督教組織都被

迫轉入地下化，無聲地在極度環境張力中以生命作為信仰的代價，直等到黑暗期

結束（查時傑，1994a；趙天恩，1997；鄧肇明，1997）。 

  1975 年 1 月 17 日，中共頒布新憲法第二十八條明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

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開放了部分的宗教自由。1978 年中國改

革開放後，部分教會得以重新開放，基督教終獲得些許喘息機會。隨著公開的三

自教會逐漸開放，在非基督徒，甚至部分海歸眼中，中國的宗教似乎自由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

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2012，頁 39）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保護「正常

的宗教活動」，所謂「正常的宗教活動」，包括群眾集體在已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

或者信眾個人在家中進行的宗教活動，都屬正常的宗教活動。（帥峰、李建，2005，

頁 19）家庭教會集體在信眾家中所進行的宗教活動，則處於灰色地帶，既可以

說是朋友間的聚會，也可能變成非法的宗教集會。總而言之，不願受官方管控的

宗教活動（如：家庭教會舉辦的各式活動），不僅不在政府宗教自由政策所保護

的範圍之內，反倒可能成為非法的宗教活動而遭打壓。已登記的教會也沒有因其

合法地位而獲得擴張的特權，雖能公開聚會，卻無法隨著會眾的增加而擴大聚會

規模，因此無法改善其擁擠的聚會品質與其他待改善的問題。 

  在公開教堂的數量方面，上海全市到 1992 年底，共開放了基督新教的 26

所教堂。（晏可佳，2008，頁 37）其後教堂開放的速度變快，至 2008 年底，上

海市共開放了基督教堂 170 處。（張化，2009，頁 37）相較於 1949 年所統計的

280 處教堂，數量少了許多，原因在於文革期間許多教堂遭破壞而不堪使用，但

部份保存良好的教堂建築卻挪做他用，據筆者在上海的觀察，縱使已開放的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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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總是人滿為患，甚至有數個教會共用一個教堂的情況6，但許多保存良好的

教堂建築卻挪作他用（例如：藝術中心），目前也看不出來中國政府對其有恢復

宗教功能的計畫。政府刻意控制開放教堂的數量，推測是希望抑止基督徒增長的

速度，但沒想到，公開教堂人滿為患所導致的聚會品質低落，直接促使更多人尋

求進入家庭教會聚會的可能性，致使更多人脫離政府的宗教管控，轉入地下化的

聚會，反而增加了政府管制的困難。 

三、從「三多」到「三增多」 

  1978 年，在中國政府重新開放教會的同一年，也送了第一批留學生前往美

國，重新開啟中外交流的管道。中國基督教與中國留學生，各自發展，一個是長

久以來被邊緣化的宗教，嘗試在中國生存下來，一個是背負著國家菁英分子的名

望，位居國家主流地位。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群體，在海歸基督徒身上，因其

共同的宗教記號而在中國產生交集。雖然目前尚未有人進行海歸基督徒群體的數

量統計，但即使各方嘗試進行中國基督徒的數量統計，卻沒有讓各方都滿意又具

公信力的版本。 

    《愛德通訊》（Amity News）在 1997 年統計中指出，中國的基督徒約在 1000

萬到 1370 萬之間。（蔡少琪7，2005）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0 年發布的《宗教藍皮

書》中，宣稱基督徒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 1.8%，約為 2305 萬人，而范亞峰8則保

守估計全中國的基督徒人數應該介於 7000萬至 8000萬人左右9。（周雅潔，2010）

官方公布的數字與坊間的統計，相差甚遠，關鍵在於大量隱藏於地下的家庭教會

會眾數量未明，因此中國正確的基督徒數量，仍是眾說紛紜。撇開數量不談，我

們可以確定的是，上海基督徒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根據 2009 年上海市社會主義

學院對上海基督教的研究顯示，上海地區的基督徒持續增長，包括「上海人」、「在

                                                      
6
 根據受訪者記錄：「三自教會太大所以很難管理，有時候人際關係會很複雜，我聽在裡面事奉

的人說過，某三自教堂，星期六給 A 教會做禮拜，星期天給 B 教會做禮拜，然後兩個教會之間

會互相詆毀。」（H-01-03） 
7
 蔡少琪，前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現任職於香港建道神學院，為神學系副教授。參考自：

http://www.gnci.org.hk/beta/gospel/read_gospel.php?gospel_id=433  
8
 范亞峰，曾任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為受迫害的基督徒辯護以致人身自由受限，2012 年榮獲

對華援助協會頒發之「捍衛宗教自由和法治勇氣獎」。參考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4%BA%9E%E5%B3%B0  
9
 包含家庭教會約 5000-8000 萬人、官方三自教會 2000 多萬人，以及天主教徒 1000 多萬人。 

http://www.gnci.org.hk/beta/gospel/read_gospel.php?gospel_id=43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4%BA%9E%E5%B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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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外國人」，以及「在滬外省人」。（張化，2009，頁 38）海歸基督徒也分散在這

三種基督徒身分當中，包括：未取得外國籍的上海戶籍海歸、在滬定居未取得外

國籍他省戶籍的海歸，以及取得外國籍的海歸。 

    另一份報告則以「性別」、「年齡」、「學歷」為標準，發現上海地區的基督徒

組成已產生變化。《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指出：「二十一世紀以來，上海基

督徒群體的組成，從「三多」：老年婦女多、有病的多、無文化的多，轉變成為

「三增多」：男性增多、年輕人增多、知識分子增多。」（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課

題組，2003，頁 21-22）從上一份報告的上海整體基督徒數量增長，到這份報告

的基督徒組成變動：從老年婦人多、到男性增多，從有病的年長者多、到年輕人

增多，從無文化的文盲多、到知識份子增多。「三增多」現象不僅打破了既往對

於基督徒的刻板印象，也恰巧與海歸群體的年輕化與高學歷二種特質相符。以下

就「三增多」現象進行說明： 

（一）男性基督徒增多 

    以本文所接觸到的 25 位受訪者為例，在未刻意篩選性別的前提下，25

位受訪者中，12 位是男性、13 位是女性，男女比例接近 1：1。根據筆者參

加過八個大小規模不同的家庭教會聚會（包括海歸團契、海歸教會，以及有

一定比例海歸的教會），男女性別比例約為 2：3，聚會中的男性雖未多於女

性，但女性成員特多的情形已不復見，男性成員明顯增多。 

（二）年輕基督徒增多 

  新一代的海歸群體有年輕化的趨勢10，這些海歸大多是一胎化政策下的

獨生子女，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栽培、送往國外求學，形成留學潮，並多在

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這些年輕的海歸之中，有許多在海外求學時受洗

成為基督徒。本文受訪海歸的信主年齡介於 25 歲至 30 歲之間、擁碩士以上

的高學歷，與＜中國宗教報告 2010＞中，針對高學歷基督徒的「信主年齡」

                                                      
10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第十五期統戰幹部進修班的調研報告中，指出上海的海歸派「年齡較輕、

學歷較高」，尤其在「科技研發企業與留學生企業中，員工平均年齡大多在 30歲以下，中層以上

的管理人員平均年齡也在 35歲左右」。（朱鑫海等人，2008，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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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相符。報告中顯示，過半數的碩士以上學歷基督徒，其信主年齡落

在 15-34 歲之間，與本文受訪者情況相符11，顯示知識份子基督徒群體的信

主年齡亦有年輕化的趨勢，恰巧符合上海年輕基督徒增多的現象。 

（三）知識分子基督徒增多 

    無論是上述所提到的大學生、年輕海歸，或是事業有成的海歸，都屬於

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基督徒增多的現象，徹底破碎了過去認為宗教是未受教

育者才會有的迷信。 

  雖目前無法證明上海基督徒的「三增多」現象，是否為海歸基督徒群體湧現

後所產生的影響，大量的海歸基督徒進入上海，必定對於上海的基督教造成一定

的影響力。其中之一就是近來因海歸聚會需求而產生的大量新興教會。 

四、新興教會的出現 

  直至今日，中共政府在宗教政策上仍極力推動「反境外勢力滲透」與「建設

愛國宗教團體」。（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課題組，2003）中國基督教會歷經數十年

的黑暗期後，逐漸邁向本色化發展，但隨著全球化趨勢、中國改革開放而產生的

留學風潮，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至海外求學、信了主，又因全球不景氣、中國經濟

崛起等因素，將這些信奉西方基督教的中國學人帶回中國，西方基督教得以再次

進入中國，補償傳教士撤退後，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空白。 

    近年來，中國出現許多新興城市教會，其中很多是海歸群體所發展出的教會，

其聚會形式、內容都與傳統的家庭教會有很大的不同，較接近海外的聚會風格，

許多海歸參加在新興教會之中，並不覺得其與海外教會有何不同：「近年來，大

量海外信主的學人回歸，以及許多在中國就職的海外信徒，直接或間接參與而發

展成教會…成員年齡偏低、聚會形式活潑、注重團契與小組，查經班與主日學較

有系統，很多海歸參與在新興教會當中，並無感覺到與海外教會有任何不同。」

（神州華傳，2011）顯示新興教會成為海歸聚集的新據點，而這些從海歸群體發

                                                      
11

 根據＜中國宗教報告 2010＞調查顯示，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基督徒中，半數是在 15-34 歲年齡

段開始信主的。參考自兩會官方網站：http://www.ccctspm.org/times/2010/818/10818187.html 

http://www.ccctspm.org/times/2010/818/10818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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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新興教會，有的被稱為海歸教會，有的也接納非海歸人士而發展迅速。根

據《華傳》12的統計，這些具有海外背景的新興教會，佔了中國城市家庭教會之

中頗高的比例：「今天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約有三分之一是海歸學人帶領的教會和

團契。」（彭召羊13，2012）這樣的高比例也從本文受訪者所參與的教會類型中，

看出端倪。本研究針對上海地區海歸基督徒所進行 25 位受訪者的採樣中，共有

19 位參加上述所定義的新興教會，而其中有 16 位受訪者都是海外信主的海歸，

經由海外人脈轉介而進入上海的新興教會之中。本文受訪者普遍認為新興教會的

聚會形式與海外教會類似，會眾與牧者間關係較為平等，且新興教會的宗教氣氛

相較於官方教會而言更加自由、輕鬆。 

我會選擇這裡，一個我覺得這個教會的氣氛比較輕鬆一些，然後教會裡的人

年紀都比較輕，大家面對的都是差不多的問題，第二個我覺得這個教會比較

年輕，然後牧養的人跟你的關係比較平等。（H-01-07） 

我挺習慣這邊的聚會方式，我覺得比海外教會還要開放一些，大家可以自由

發言。（G-01-05） 

我們回來三年後才適應的，我們在上海的教會已經算是很成熟的家庭教會了，

沒啥好挑的，不然去三自教會的話，雖然什麼都不用做，但是生命也不會成

長。（P-02-08） 

    但事實上，新興教會的海外背景，接納各國籍的會眾，幾乎碰觸到政府敏感

的「反境外勢力滲透」底線。筆者的非中國籍的友人開放家中聚會僅一兩次，過

沒多久，該棟大樓公佈欄立刻貼出類似「請舉報非法宗教聚集」的公告，顯示即

使在自家的住宅區中，也躲不過政府對外籍人士、對宗教活動嚴密的監控。至於

藏身住宅區或商業大樓的新興教會牧者，P 說，他們幾乎都與政府「打過交道」： 

                                                      
12

 《華傳》由一群美國三藩市的華人牧者所發起，自 1995 年成立迄今，以普世華人教會為首要

目標，差派宣教士至世界各地進行宣教，將宣教士見證、差傳策略等集結出版而成《華傳》雙月

刊，雖資料來源大多隱匿，但其第一、二手資訊在研究中仍頗具參考價值。參考網址：

http://www.gointl.org/aboutus/history-mission-belief  
13

 彭召羊，曾於美國文城華人基督教會事奉，現為基督使者協會校園同工，於北卡羅蘭納州三

角研究園區的大學校園進行學生事工。參考自：

http://afcinc.org/Portals/1/Campus%20Staff/staff%20pdf%20files/%E5%BD%AD%E5%8F%AC%E7%BE
%8A.pdf  

http://www.gointl.org/aboutus/history-mission-belief
http://afcinc.org/Portals/1/Campus%20Staff/staff%20pdf%20files/%E5%BD%AD%E5%8F%AC%E7%BE%8A.pdf
http://afcinc.org/Portals/1/Campus%20Staff/staff%20pdf%20files/%E5%BD%AD%E5%8F%AC%E7%BE%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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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的牧者都有進去談過…也不是真的抓進去啦，就是找你去談話。

（P-01-012） 

    以筆者參加過的某外籍人士教會為例，全職的牧者不只一次被政府單位找去

「喝咖啡」，相關單位也曾派人全程參加聚會、進行監視，但因該教會強力宣導

「只有外籍人士才可進入」的聚會策略，配合當局期望，即便是海歸，也依照國

籍來為「中國人」與「外國人」安排不同的聚會地點，並以此策略讓該教會的「外

國人」聚會部分，得到當局默許，進而能夠在固定的場所裡進行主日聚會，再也

不必採「流動聚會」的策略來躲避追查，但「中國人」聚會部分，卻因為牧者的

外籍身分使得該聚會敏感度大增，因此仍維持著四處流動的聚會形式，以減少當

局對聚會的衝擊與管制。該教會成功以本地人與外國人分開聚會的策略，取得政

府對於其部分聚會的默許，但許多其他教會礙於聚會規模、傳教目的等原因，無

法將不同國籍者分開聚會，造成此類教會的敏感度大增、門禁森嚴，想要進入教

會聚會的新人，不僅需要介紹人引薦、向小組長事先報備，部分教會甚至要求新

人先上完一系列的課程之後，才得以進入主日崇拜。 

基本上當地的弟兄姊妹也有宗教自由，只是不能跟我們在一起而已。（V-02-08） 

    無論是新興教會，或是海歸基督徒，其海外背景同樣引起當局關切，而厲行

外籍-本地分開聚會的教會，則有上述得到政府默許的成功案例。這些都是為了

避免海外勢力與中國產生連結、造成威脅，但這樣的政策原則也將不同國籍的海

歸群體分散到各性質的教會中（例如：中國籍海歸進入傳統家庭教會），無形中

反而增加了海外與中國聯繫的可能性。 

  在近代基督教發展史中，上海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密切關係，使得基督教發

展迅速，卻也在其後的歷史潮流下，受到嚴重打擊，基督教被邊緣化、地下化。

當前上海地方政府在宗教管制與開放的彈性之間，因為海歸基督徒的加入而增加

了管制的變數，為上海教會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海歸，身為上海高知識水準的新

一代移民，而海歸基督徒，則成為上海基督教的新興勢力，甚或基督教發展的助

力。這一次，西方基督教再度輸入中國的方式，不再藉由金髮碧眼的外國傳教士，

而是以海歸基督徒為載體，以華人面貌、語言，與受人尊敬的中上層社會地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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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國。中共政府趕走了外國傳教士，卻沒有趕走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國生了

根、發了芽。隨著全球化趨勢，西方基督教認同在中國留學生身上生成、堅固，

最終將其攜帶回中國，繼續在中國傳承下去，透過海歸所帶回的西方基督教成分，

以及其國籍分布上的彈性，以極其創新的角色加入中國基督教的行列，豐富了中

國基督教會的內涵，並促進中國基督教的發展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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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歸基督徒的聚會流向 

    中國所給予的宗教自由限度，或許沒有其他國家來得高，但由於中國社會是

個極具彈性的人治環境，在海外看似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在中國都有轉圜的餘地，

家庭教會的存在也是如此，只要低調服從其中的潛規則，或許偶爾會受到政府的

關切，但基本上家庭教會可以「自由的14」聚會。這樣的自由代表著在講道的訊

息與聚會的方式上，不受限制且較具彈性。相對西方的宗教自由，海歸頗為珍惜

在中國具有張力又有限的宗教自由。 

我們來到中國以後，才深深感謝上帝，因為神把宗教自由賜給我們這些在西

方的弟兄姊妹。（V-02-03） 

一、 先合法、後不合法的聚會選擇 

  許多海歸基督徒回國後，一開始通常選擇公開又容易進入的三自教會，但經

過一段時日之後，卻常常感到不喜歡、不適應，原因在於三自教會所產生的「推

力」，將海歸推出教會，海歸 F、N、W、D、M、U 都曾在三自教會裡聚會一段時

間，後來轉向家庭教會聚會，海歸 F、N、D 因為在三自教會裡交不到朋友，因

此感到失望而離去；海歸 W 認為，三自教會的聚會人數多，卻又沒有小組團契

的生活，是他離去的主因；海歸 M 與 U 則因為自己無法融入國際教堂、國際團

契裡所營造的氣氛與特定話題（國際教堂裡的團契是專為外國人適應中國環境所

設計的，不適用於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海歸群體），而選擇離去。海歸先合法、後

不合法的聚會選擇因素，歸納如下：（一）主日崇拜人滿為患、聚會品質不佳（聚

會結束，群眾就離去，無法認識任何人）；（二）講道訊息受官方控制（世上的權

柄高於天上的權柄）；（三）少有小組或團契生活、無法滿足會眾需求（講話難有

交集，沒有生命的連結）;（四）與習慣的海外聚會模式不同。 

我剛回國找不到教會的時候，去了三自教會，但我發現聚會完大家都跑了，

我發現沒有機會跟弟兄姊妹有生命上連結的時候，很失望。（F-01-010） 

                                                      
14

 這裡的自由，仍是限制在某種潛規則底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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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對教會的理解很淺，我不知道中國有家庭教會，只知道有教堂。回

國之後就去了國際教堂，但我待了三個月沒有認識任何人。後來人家介紹我

到這個家庭教會，比較符合我在海外時的狀態。（N-01-020307） 

我其實一開始去過三自教會，因為就在我家樓下，但只是去聽講道或敬拜，

但沒有生命的連結，後來我就去家庭教會了。（D-01-05） 

我去過三自教會，人太多而且沒有小組團契，對我來說，只聽個道就走了是

沒有意義的，而且他們畢竟是國家批准承認的教會，我不願意被政府的權柄

所束縛，雖然我們不反對世上的權柄，但我後來去的家庭教會，聚會是超越

世上權柄的，也跟我在海外信主的環境比較像。（W-01-09） 

一開始我去了國際教堂，然後也去一些團契，我去了幾次之後感覺不是很親

切，講話很難有交集，後來我也去三自教會，但就只剩下崇拜，所以後來我

自己搞了個海歸團契，沒成功，最後找到現在這個教會。（M-01-0305） 

我們有很多朋友去國際教堂，我們就拿著外國身分去國際堂，但總覺得不適

應，因為他們講道大部分都在說要如何融入這樣的外國社會，跟我們不太相

關，因為我們是從小在這邊成長的。（U-01-04） 

    在實際層面上的需求無法被三自教會滿足的情況下，即使三自教會離家再近

（就在海歸 D 住所的樓下），海歸還是選擇另尋別的聚會途徑（例如：海歸 M 在

家自行組織海歸團契），或轉向家庭教會聚會（大部分海歸的首選）。家庭教會所

產生的「拉力」有：（一）宗教言論相對自由（超越世上的權柄）；（二）有小組

或團契生活（生命產生連結）；（三）接近海外的聚會、敬拜形式。而這樣的推力

與拉力，造成海歸基督徒群體「先三自、後家庭教會」的選擇結果，選擇了讓他

們相對之下較容易融入的家庭教會。 

除了教導很好之外，敬拜的形式跟我們在國外時是很像的，讓我們比較能夠

接受也比較能融入。（U-01-05） 

    海歸基督徒最關注的，莫過於實際上的小組聚會與回國後在社交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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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教會在這兩部分顯然無法滿足海歸的需求。其次，三自教會的官方立場，在

基督教教義的教導上，有些許的差異，如部份三自教會將《聖經》中的「因信稱

義」轉變為「因愛稱義」，產生爭議，也突顯了「世上權柄」與「天上權柄」的

衝突15，海歸 V 就強烈的表達自己對於三自教會「因愛稱義」觀點的不認同，而

海歸 W 也表明自己雖不反對政府的「世上權柄」，卻更愛「超越世上權柄」的家

庭教會，W 同時表示家庭教會較接近自己在海外時的信仰環境。 

有些官方立場認為是「因愛稱義」，但是我們從神那兒領受的就是「因信稱

義」，並且是要信耶穌基督。如果是「因愛稱義」的話，可以不要耶穌基督

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大的區別。（V-03-03） 

即使家庭教會在聚會的形式、內容與神學上相對自由，但不能否認的，還有

合法性的問題，相較於三自教會的官方支持，家庭教會所要面對的是政府時鬆時

緊、捉摸不定的管制。家庭教會的聚會看似自由卻又具風險性，筆者實際參與在

幾個聚會點中，大都可以感受到會眾的謹慎與整體環境的緊繃感，但大多數人卻

將環境張力視為理所當然，不以為意。筆者原以為聚會合法性會成為參與聚會的

「推力」之一，但對於大多數會眾來說，聚會合法性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能不能

「自由的」聚會、「自由的」談論信仰，至於合法性問題，就留給牧者與官方持

續斡旋吧！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對於家庭教會的「不合法」，都抱持「不影響聚會」

的態度，而這樣的冒險性，也跟中國的社會風氣有關。在中國，無論是在職場或

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於在合法與非法的模糊地帶之間遊走，許多在西方不合法的

事情，在中國卻不是非法，其中的分寸實在難以拿捏，因此造就出會眾對於家庭

教會處於宗教政策模糊的灰色地帶一事，並不以為意。因為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

並不會真正的影響到聚會進行。因此，當海歸願意不顧一切地做出「先合法、後

不合法」、「棄三自教會、入家庭教會」的選擇時，或許也顯示其某程度融入中國

彈性的人治社會裡了。 

    相對於三自教會發展的侷限性，家庭教會聚會點的擴張則十分迅速，目前雖

                                                      
15

 基督教《聖經》中所提到的「因信稱義」，重點在於「信耶穌基督」的基督信仰，而三自教會

所稱的「因愛稱義」一詞，不僅未出現在《聖經》中，刻意以廣泛的「愛」來取代對基督教核心

人物的「信」，意圖淡化耶穌基督「天上權柄」的角色，以突顯國家絕對的「地上權柄」，也顯示

三自教會的官方立場，致使其在部分基督教教義上有不同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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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確切的數量統計，但筆者於田調期間，認識一位在家庭教會中擔任小組長的

Lin，他在 2012 年一月剛開始運作一個新的小組，卻同年十一月左右，小組規模

已從兩個人增加到二三十人，使得藏身公寓大樓的聚會點人滿為患。在考量到安

全因素以及聚會品質擁擠的狀況下，Lin 不得不在同年的十二月，正式宣布該小

組分成兩個小組聚會。Lin 的小組在短短不到一年間，由兩個人變成兩個小組，

若以這樣的速度來估算其他的家庭聚會小組，則擴張速度十分驚人，而小組快速

的成長也提供了會眾在時間、地點上，更多元的選擇。 

    面對家庭聚會蓬勃的發展，有些海歸卻迷失在尋找教會的過程當中。海歸 E

是個孤軍奮戰卻堅持聚會的案例，在挑選與停留的抉擇中，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

因素。隨著時間流逝，E 的熱情也逐漸消退，伴隨而來的是逐漸弱化的身分認同。 

二、 孤獨的旅程：海歸 E 尋覓教會的歷程 

    在海外當交換學生時信主的 E，認識了在出國前已經信主的海歸朋友 Ew。

Ew 出國前已經在國內建立了基礎的宗教人脈，因此回國後直接回到自己所屬的

聚會點，在信仰的銜接上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海外才信主的 E 則沒有這麼幸運，

回國後，E 在信仰上抱持著對真理的追求，上海之大卻無聚會可去，面對 E 的迷

惘與煩惱，Ew 也熱情地介紹剛回國的 E 進入自己的教會裡去。E 這樣描述 Ew 的

教會聚會形式： 

他們的時間比較長，是主日和團契結合的，崇拜結束後有分組討論，所以基

本上就花半天這樣子。（E-02-02） 

    E 說，Ew 聚會點的各項活動都很棒，但部分聚會流程與 E 在海外所接觸到

的不同（例如：講方言），不知不覺中讓 E 產生退縮之意，再加上在家庭教會裡

聚會，原本就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某次聚會被公安驅散後，E 對於 Ew 的聚會安

全性產生懷疑，選擇離開這個聚會點，轉向官方的教會： 

有一次活動被公安驅散，我就開始考慮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參加這樣的聚會，

因為我的父母會擔心，所以之後我慢慢轉向上海的公開教堂去聚會。（E-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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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E 參加了幾間官方教會的聚會後，覺得主日的講道內容不僅過於淺顯，

內容也較受限，再加上每周僅有一次團契時間、人員流動性大、聚會流於形式、

地點太遠等因素，讓 E 再度萌生退意： 

我個人覺得…政府掌控下的教堂形式，主日聚會內容比較有限，聚會人員流

動也大，比較難有機會有系統的學習主日學內容，相對之下也可能比較少機

會去深入探討信仰。（E-02-05） 

這邊教會裡所謂的青年聚會，我不是去評論這種狀態啦，但給我更多的感覺

是流於形式的活動，他們可能也是前半個小時唱歌、後半個小時有人上去講

道，接下來一個小時就讓大家聊聊，但因為很多人是路過就進去的，所以每

次都花很多時間介紹新朋友。畢竟我不是剛接觸的，也不想每次去就只是去

說聲：「我到了」。（E-01-09） 

    後來 E 又轉向國際教堂的英語主日崇拜，為官方認可的合法教會。國際教堂

雖受政府監督，但可從海外自聘牧師、講道的內容不受政府管控，教會風格也與

海外教會類似。該崇拜離 E 的家近，而且風格、聚會成員組成都與 E 在海外接觸

到的十分類似。原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一個既適合又喜歡的聚會場所，無奈礙於法

律規定，擁中國籍的 E 雖然可以進入這個以外國人為主的英語主日崇拜（部分外

語崇拜需要檢查海外證件方能入內），卻無法加入國際教堂的小組，無法被接納

成為群體的一份子。E 說，如果有同樣好的普通話聚會，跟英語聚會可以選，他

一定會選擇普通話的聚會，但迫於無奈，他只能轉向相對不熟悉的國際教堂英語

崇拜（E-02-03），可是在那裡，他的中國國籍卻又成為建立歸屬感的阻礙。海外

信主的 E，心中有其依照海外標準所擬定的理想教會條件，但在中國，理想與現

實的差異卻阻礙了 E 回國後教會歸屬感的建立，加上孤軍奮戰、較難對新的地方

產生舒適感且容易離開，在在增加 E 找尋教會的難度。E 最終只能以「游擊戰」

的方式（E-01-08），在所謂「守本分」的合法教會中，吸取所需的信仰養分。 

我想找一個大家比較本分的、安安靜靜，真的可以學到東西的小組團隊。我

個人希望地點離我家近一點，最好大家經歷差不多、年齡差不多，可能都是

一些剛畢業的、外企員工，或是海歸。（E-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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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找教會我就是一個人，除非有個地方真的讓我覺得很合適，否則很

難留下來。有些人是一群人一起去的，這樣比較容易停留，但我一個人，會

被太多因素影響。（E-02-04） 

  在經歷兩年多不間斷地尋找與失望之後，E 最後將希望重新寄託在家庭教會

中，因為他發現，即使家庭教會不合法，但會眾頂多被驅散而已，不會有太大的

人身安全顧慮。（E-02-04）隨著時間的流逝，雖聚會的風險已不再阻止 E 參加家

庭教會，但 E 面對友人介紹的新興教會，卻顯得意興闌珊，顯示海歸回國後積極

尋找教會的黃金時間已過。筆者持續對 E 的信仰流向進行追蹤，而 E 因為新工作

繁忙，已經不再嘗試找尋新的教會，而是安於在國際教堂的主日中，過著沒有任

何社交網絡連結的教會生活（E-02-03），E 很可能面臨著身分認同逐漸減弱、甚

至消失的危機，E 也很清楚自己的信仰狀況變得越來越「麻煩」，而筆者將其理

解為身分認同的「削弱」。 

有些人有空來、沒空就不來，我很怕自己以後變成這樣子，但至少我知道我

是受洗過的，但是我的信仰狀況也會慢慢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教會、一個可以

定下來的小組，變得比較麻煩。（E-02-05） 

  對於 E 來說，他意識到自己在信仰上的熱情逐漸減弱，歸納 E 心中理想教會

的特質，應具備以下六個條件：（一）聚會安全性；（二）可以學到豐富的《聖經》

知識；（三）有崇拜、小組、團契；（四）離家近；（五）穩定的成員，可以深談；

（六）成員背景、年齡與自己類似。這樣的條件在家庭教會中，想必不難找到，

事實上，Ew 的教會大致符合 E 的教會條件，但筆者認為，即使出現完全符合 E

心中理想條件的教會，也不一定能讓 E 產生歸屬感，因為中國教會有其發展的方

向與限制，永遠不可能成為 E 美好回憶中的海外教會。海歸若以海外的模式來尋

找中國的教會，則永遠無法獲得滿足。下一章會談到的「海歸事工」則發現這個

問題，並且予以導正，以幫助海歸順利的進入中國教會當中、維持他們的認同。 

三、 海歸聚會流向 

    筆者根據仍持續聚會的受訪者以及其他途徑接觸到的海歸基督徒聚會狀況，

將海歸回國後常見的聚會流向，歸納成以下六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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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三自+家庭」雙教會並行制： 

  在三自教會部分，通常選擇政府管制較少的國際教堂，但因為國際教堂

設立的團契門檻高（需外籍），或是團契主題的針對性不同（主要針對外國人

在中國的適應），使得此類海歸通常會搭配家庭教會的華語團契，採高彈性的

聚會方式，雖穩定聚會，但對於任一教會的忠誠度都不高。有觀察指出，此

種聚會形式逐漸式微。（劉同蘇，2010） 

（二）視個人需求與教會活動內容而定，無特定的教會： 

  沒有宗教人脈的海歸基督徒，初回國時大多屬於此類，聚會狀況較不穩

定，仍處於尋找教會的階段。另有以實用導向選擇性參加教會活動者，因種

種個人因素無法穩定聚會，將基督徒的身分認同視為可有可無。 

（三）加入海歸教會或團契（限外籍人士）：  

  海歸回國後容易形成封閉的海歸圈子，海歸教會的形成也是如此，此類

教會通常與海外類似，好處是海歸在回國後得以迅速銜接，壞處是此類教會

在國籍、聚會主題上具有排他性，撇開國籍不談，有如被包裹著中國外衣的

外國教會，大多僅內部封閉性的進行聚會，較難進行海歸以外的福音行動來

促進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四）進入對海歸友善的家庭教會（混和國籍）： 

  對於短期停留海外的海歸而言，他們有海外經驗，但大多仍持中國籍。

此類教會多為城市新興教會，創始者亦多少具有海外背景，雖採不限國籍的

聚會風險性相對較高，但海歸得以與非海歸基督徒相處，有助海歸在職場、

生活上的適應，以及中國人脈的建立，海歸對於教會的忠誠度高，亦較為快

樂。 

（五）進入傳統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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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家庭教會是海歸最難適應的環境。傳統家庭教會的權威式領導容易

讓在海外教會接受相對平等對待的海歸，產生反感，而海歸對於教會的策略

思考模式或建議，都會使得海歸成為反抗權威的角色，因此教會與海歸易產

生衝突。海歸 F 談到自己對於中國基督教的期望時，提到其對於教會「接納」

「不同聲音」的渴望，希望教會內部能透過更多的接納，與會友一同促進教

會發展，但也從言談之中透露出對現況的失望與無奈（F-01-011），而最終離

開此類權威式領導的教會，轉向相對平等的新興教會。通常海外信主的海歸

在進入傳統家庭教會後，部分會再轉往其他的教會。 

（六）自創教會： 

  部分海歸基督徒在參加三自教會、家庭教會之後，或因不滿足於現狀，

或因對福音的使命感，運用其高學歷與相關專業能力，以自學或跨界聯盟的

方式，在中國另立門戶、自創教會，成為新興教會的領袖。 

教會合法性不影響聚會的選擇 

    根據本文受訪案例，若以楊鳳崗（Fenggang Yang）所謂的「紅市」（三自教

會）、「灰市」（家庭教會）與「黑市」（中國官方所謂的邪教）的宗教三色市場定

義來看，不少海歸在剛回國、無從選擇的情況下，大多接觸過所謂的「紅市」教

會，但因為種種因素，最終選擇了位居「灰市」的家庭教會，或是少數會採用「雙

教會並行制」，以家庭教會的部分活動來補足參加官方「紅市」教會的不足。中

國政府時緊時鬆的宗教管制，無法減低家庭教會對基督徒群體的吸引力，一旦當

局管制程度升高（可能恰逢重要政府節日），教會就會加強宣導本籍外籍嚴守分

籍聚會、聚會過程門窗緊閉，甚至提醒彼此正在「開會」，在教會的宣導過程中，

有時嚴肅，有時竟是輕鬆愉快的，環境張力的緊繃、教會的合法性與否似乎影響

不了他們聚會的心情。 

  對於多數聚會者而言，僅存在著官方與非官方的教會劃分，楊鳳崗所謂的「灰

市」與「黑市」的劃分，對他們來說是陌生且不具實際意義的，筆者亦認為，在

現階段的中國宗教情勢中，「灰市」與「黑市」家庭教會之間不存在官方定義之

外的界線。筆者參與在所謂的「黑市」聚會中，發現其與「灰市」教會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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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高。首先，該「黑市」教會因安全因素，將本國會友與外國會友分開聚會，與

其他的「灰市」教會相當類似。第二，該教會對新人相當友善，甚至在驗證新人

的種種措施，遠不及某些「灰市」教會的嚴密程度16。第三，這些來自世界各地

的海歸成員，回國後大多依地區劃分，有效率地引薦進入組織相對嚴密的同系統

當地教會17。第四，教會成員的忠誠度頗高，不太接觸三自教會或考慮加入別的

家庭教會，也不易更換教會，但以上四點也可能發生在所謂的「灰市」教會當中，

而部分參加過「黑市」教會的受訪者，亦對其參加過的「黑市」教會讚譽有加，

絲毫不受政府對「黑市」教會評價的影響，也從不覺得自己參加了非法活動。以

上種種跡象顯示，「灰市」與「黑市」之間並不存在著官方定義（邪教）之外的

區別。 

  海歸複雜的聚會流向，大多包含在以上六種類型之中，而以第四種（混和國

籍家庭教會）最能幫助海歸相對快速地適應於中國的環境當中，這也是下一章「海

歸事工」中，極力尋求的合作對象之一，在此先不討論。海歸基督徒的宗教聚會

選擇流向，在不可預測的人脈轉介流向過後，最重要的還是個人的喜好選擇，至

於教會的「合法性」，在上海地區相對開放的宗教氣氛之下，竟成為最不重要的

選擇因素之一，因此，上海海歸基督徒的聚會選擇流向與「政府的管制」與「教

會合法性」，不具有必然的關係。 

 

 

 

 

                                                      
16

 筆者參加過需事先向教會報備新人名單、門禁森嚴的家庭教會，但該黑市教會卻不需報備且

聚會當天，有半數都是新人，包括短期的訪客，顯示該教會在新人驗證方面，反而不如筆者預期

中的敏感或謹慎。 
17

 筆者認為其組織較為嚴密的原因，在於該教會的組織非常有效率地傳遞聚會訊息給世界各地

欲前往上海地區的會友，筆者的朋友僅至上海洽公一週，卻能準確地找到該週的聚會地點。但事

實上許多「灰市」教會也有相同的轉介機制，這樣嚴密的組織性並非判斷是否為「黑市」教會的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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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歸基督徒的調適 

  上一節我們討論過海歸基督徒的聚會流向，在找尋到適合的家庭教會之後，

不僅有了信仰的歸屬感，也可以幫助他們在中國快速地適應種種環境衝擊。接下

來，海歸所要面對的問題是全方面的調適。由於本文的研究場域為上海地區，宗

教環境相對開放，與其他一線城市（如：北京市）的海歸基督徒群體所呈現出的

樣貌或有相似之處，但同為中國一線城市的上海與北京，卻因其政治、宗教背景，

與地方政府管制策略的不同，而有地方性的差異。上海的海歸基督徒群體，其面

對的是上海地區大環境中時緊時鬆的宗教氣氛，以及大部分家庭教會在設備上的

不足，當然還有回國後個體所要面對的個人、家庭生活上的忙碌與海內外的文化

差異，並進一步進行各方面的調整。以下就上海海歸在「教會內的調適」與「教

會外的調適」來進行說明。 

一、 海歸在教會內的調適 

（一）說話要謹慎 

    中國的宗教環境與海外不同，會友不小心透漏的資訊都可能讓教會的聚會地

點、活動內容曝光，甚至讓相關人士陷於險境，因此，在簡訊或電話中的訊息都

會盡量精簡、隱晦，忽然之間，海歸意識到自己在中國，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中。 

我之前認識這邊的人少，沒人跟我說過中國的情況，我回來以後滿 shock

的，就覺得自己在海外那麼幸福、像天堂一樣的自由，現在回來以後，有

時候說話都要小心的。（G-01-04） 

在國外可以光明正大的傳福音，可以隨便邀別人去聚會，可是回國以後，

發現邀請別人聚會還要小心點，send 簡訊時還要把上帝、神、聖靈之類的

用拼音縮寫，都不可以光明正大的講，就是突然之間感覺要小心一點的這

種感覺。（L-02-01） 

（二）聚會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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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會聚會資訊不能透明的狀況下，基督徒無法就近聚會，加上大城市裡

的工作壓力大，生活步調也較海外要快，大家從四面八方下班、急急忙忙地趕往

聚會地點。聚會結束後，住在上海不同地區的會友們，也必須各自在大眾運輸關

閉前，再大老遠趕回家，準備隔天一早的工作。聚會點的距離變成了前往聚會的

負擔，但克服聚會距離的海歸，通常可以顯出其對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強度，或是

對該教會、該聚會具有一定的忠誠度，甚至願意更早到、更晚走，固定在教會中

服事。 

在國外都有接送所以不會因為聚會太晚回不了家，但是國內工作壓力滿大的，

會加班，常常趕去聚會就會遲到，最後還要從很遠的地方趕回家。（L-02-01） 

我以前來過這個教會，覺得太遠，剛信主的時候不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但是當我再度來到這個教會的時候，我很清楚我需要委身教會，所以就不再

因為路程遙遠就不去，以至於後來我還可以在這裡服事。（W-01-03） 

（三）這週到哪兒聚會？ 

海外的留學生團契經常面對流動性高又不穩定的成員，中國家庭教會也是如

此，但海外學生團契的流動性是因為學生的遷徙，而中國家庭教會的流動性是考

量安全因素而形成的移動聚會，無論是主日崇拜或是團契，每隔一段時間就可能

因安全問題（例如：人數過多遭到政府關切、噪音遭到鄰居舉報…）而更換地點。

部分敏感度較高的教會，其主日崇拜地點更是週週不同。相較於團契多在民宅中

聚會，人數相對較多的主日崇拜則多在飯店的會議廳裡舉行，會眾在聚會前一兩

天會收到當週聚會地點資訊，機動性地移動到公布地點去。這樣以移動來保障教

會安全的聚會方式，對新加入的 P 而言是種困擾，而流動聚會所衍生的不固定聚

會成員，不僅影響到海歸聚會的穩定度，也使得新加入的海歸難以與聚會中已有

情感基礎的少數固定成員，建立起穩定的關係。這樣的流動環境也成為基督徒認

同難以在中國延續下去的原因之一。 

來到這裡，我們的教會生活一團亂，第一我們教會沒有教堂，所以要聚會的

話，需要到處跑，一會兒這家那家的，電梯去哪樓我都記不住，因為不可能

固定在一個人家裡，會危險，所以聚會要跑好幾個家，但是人都跑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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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每次來的人都不一樣，我們的聚會流動性非常大，只有個別幾個人是

固定的。（P-02-08） 

（四）誰是我的牧者？ 

  考量安全因素，家庭教會的聚會規模不能太大，於是人數增長快速的教會只

好將會眾分散到不同的場所進行聚會。以筆者接觸的某家庭教會為例，主日崇拜

有四個位於不同區域的據點同時進行，另一個教會甚至將每個地點分成上午場與

下午場，以提供眾多的會眾進行聚會。中國的牧者數量跟不上會眾成長的速度，

而人數眾多且分散聚會的形式也使得牧者無法固定在個別的聚會中出現，教會核

心人物與會眾的關係較為疏遠，因此，海歸亦不易藉由與核心人物的關係建立，

促進對教會認同的強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團契領袖被賦予了建立教會連結、鞏

固教會認同的重責大任，但在中國，這類的領袖可能頂多比海歸多信了一兩年，

有些甚至信主資歷比海歸還要少，因此難以解決海歸在解經、解惑上的問題，再

加上家庭教會舉辦的神學課程經常供不應求，海歸在無法獲得情感與知識滿足的

情況下，身分認同容易動搖，且難以將對海外的認同轉為對國內的認同。 

在國外時我們每個禮拜天都可以見到牧師，可是在這裡不一樣，要找一個屬

靈的長輩很難，然後神學的課程又沒有像國外那樣規律性，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一直在吃我在海外教會存下來的老本，回來後沒有太多的吸收。（L-01-05） 

（五）為什麼我格格不入？ 

  對於在海外非華人教會信主的留學生，習慣使用的教會語言是外語，回國後

由於語言的緣故，一般參加英語的國際教堂，卻多因為聚會形式的考量，而轉向

講華語的家庭教會裡。此類海歸習慣用英語聖經、用英文禱告的行為，變成了他

人眼中炫耀的表現，讓人對海歸產生排斥感，而這種無形的隔閡，也出現在使用

中文聖經的海歸身上，其與眾不同的海外經歷與隱含著較高社經地位的表現，也

成為劃分他我之間的界線，不僅造成會友對海歸的排斥，海歸有意無意間所表達

的他我劃分，也增加了海歸自身在家庭教會中適應的難度，這樣格格不入的感覺，

實為海歸外在表現所引起的群體劃分所導致。又中國傳統家庭教會注重權威式的

帶領、有等級制的教會生活，也讓海外信主的海歸無法接受，更別提歸屬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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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無法引起共鳴的情況下，海歸最終只好選擇離去。 

我們因為言語的緣故…剛回來的時候還是比較習慣用英文，聽中文的講道感

覺上像是隔了一層玻璃的感覺。（V-02-02） 

我去了一個老派的中國民間家庭教會，管理方式比較嚴苛，他們弟兄姊妹之

間好像有等級一樣的，帶領人有點像老大的那種感覺，可能是我的偏見或誤

解吧，但我覺得我不大能接受這種方式。（W-01-03） 

（六）為什麼沒有人關懷我？ 

  成長速度快速的中國家庭教會，每次聚會總是不乏新人的加入，已信者的相

對比例較少，因此，家庭教會普遍在會後的新人關懷與追蹤上，顯得較弱且不足。

海外教會的已信者比例高，新信主的留學生大多屬於被關懷的重點對象，但海歸

回到中國後，以新人的姿態出現在教會，卻得不到同等的熱情款待，偶爾的缺席

也無法引起會友的關注，海歸容易以為自己不受到歡迎而感到失望。這樣的情形

實為教會文化的差異。在中國宗教環境的限制之下，湧入家庭教會的人仍源源不

絕，在教會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海外信主的海歸相較之下已不再是新信者，乃是

可以開始扛起責任的新同工來源，因此，除非海歸主動積極地參與教會服事，否

則難以建立起對教會的歸屬感，這樣的狀況發生在孤單的海歸身上尤多，在沒有

人關懷的情況下，孤單海歸不容易主動參與教會服事，且更容易做出離去的決定，

在尋找教會的過程中、一次次令人失望的聚會之後，基督徒身分認同也隨之剝落、

殆盡，最終失去。 

國內的聚會，要來就來，不來的話也沒人理他，因為只要有家庭開放就會不

停有人來，這些都是自己來的，不來的就不管他。（P-02-08） 

我覺得國內接待新人的熱情不如那邊，這沒辦法，因為在這邊聚會也好、找

所謂的組織也好，都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E-01-05） 

（七）什麼都要學、什麼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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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教會的會眾成長速度驚人，但是大部分都是新信主的基督徒，訓練人才

的速度趕不上湧入會眾成長的速度。在中國，五年資歷的基督徒已經算「資深」、

可以在台上講道了。海歸一旦穩定聚會，隨之而來的是身分認同所帶來的責任與

義務。信主時間相對長一些的人，就會被期望成為團契領袖，負責關懷、牧養新

來的人，或是被賦予對部分教會事務的責任（例如：主日崇拜的敬拜團、準備餅

和杯…），教會對海歸的期望，顯示海歸已逐步適應，並成功取得當地教會的認

同。海歸轉換在教會中的身分、進入群體之後，從被動的尋求適應，轉變成主動

的介入教會事務。適應已不再是問題，發展，才是下一步目標。海歸因為被賦予

的責任，產生了使命感，也進一步凝聚了對教會的向心力，並鞏固身分認同。 

這裡剛信主的人特別多，相對之下我比他們信主久一點，就要去關懷他們、

牧養他們。（R-01-04） 

在海外，主日從來不用我們擔心，專門有人做 PPT、專門有人敬拜，所以主

日是去享受的。這裡的主日是小組輪流負責的，為了主日敬拜我們必須提早

一兩個月練習，除了要聽歌、選歌，來要找譜、做 PPT，從頭到尾都要自己

做，很累。（P-02-0708） 

我的牧師常常帶著我在他身邊學習很多教會的服事…教會準備餅杯的時候，

他就帶著我，教我做那個餅，他也沒想到後來我會用上。（V-01-012） 

二、教會外的調適 

    海歸基督徒回國後，不只在教會內遭遇到不適應，在教會以外，也有許多的

挑戰，這部分也是一般海歸所會遭遇到的困難，但對於海歸基督徒而言，卻因其

所擁抱的基督教信仰，某程度地提高了生活中遭受的適應難度，再度考驗基督徒

身分認同的強度。以下針對海歸基督徒在生活、工作、家人關係、子女教育、結

婚對象上所產生的衝擊，來進行討論。 

（一）生活上的不適應 

    久居海外的海歸基督徒帶著使命回國，但面對著推擠、插隊、搶道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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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無法像在國外時所表現的基督徒樣子（例如：謙虛、禮讓、愛），海歸們

面對這樣的無力感，常感到憤怒與沮喪。 

因為我們在海外已經生活相當長時間，在文化和習俗方面有許多的挑戰，第

二，這裡做事情的方法很不一樣。基本上海歸在頭一兩年會比較困難，譬如

說在海外大家都喜歡排隊，這裡就不一樣，有時候我需要坐地鐵，很多次我

都是排第一個，可是車子一來的時候，旁邊就有一些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

咚一下就把我頂開了，有的時候會讓我覺得很憤怒，甚至我會開始懷疑自己

身為基督徒，為什麼都不愛這些人。（V-02-01） 

（二）工作上的掙扎 

我主要是喝酒的問題，我掙扎了一年多。應酬時，除了喝酒之外，有些話我

也說不出口，會讓大家不太愉快、氣氛也調動不起來，工作上很多事情的溝

通啊、加深關係啊，可能還是藉由喝酒、打麻將之類的，但我就會刻意規避

掉，自己在工作上相對來說處於劣勢。不過我想這還是個人的選擇，會有挑

戰，但終究要堅持自己的方式。（T-01-06） 

談洽工程的時候，如果有送禮或是受賄的部分，在中國屬於關係營銷、是很

正常的，但如果你是個基督徒就不會做，可是不做的話會很可憐，因為生意

可能就做不成了。（H-01-05） 

    中國職場上常以喝酒應酬與送禮受賄來洽談生意，這與基督教倫理價值觀相

悖：「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新約

聖經，哥林多前書 6:10）工作與信仰的價值觀起衝突時，部分海歸為了工作而選

擇隱藏其基督徒身分，並當起「雙面人」：在教會外絕口不提其基督徒身分、在

教會內避談工作上發生的事，以保有雙方面「良好」的形象，但也有人因此陷入

自責與矛盾中，嘗試在聚會中、在《聖經》裡找尋為自己辯護的論點。至於其他

看似無法融入中國職場文化的海歸，常給人格格不入、待人處事不夠圓滑的印象，

這些海歸常以《聖經》為生活的規範，因此，盡可能採取不應酬、不喝酒、不送

禮的方式應對，但海歸不隨波逐流的結果可能導致業績不佳、工作上相對處於劣

勢，基督教甚至因此被認為是個不切實際的宗教。但部分海歸認為他們這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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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態度，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反倒能因其誠實與可靠，最終逆轉成為工作上的

競爭優勢。幾位受訪者都提到了這段經文：「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

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0：16）這段經文顯

示受訪者接受具有衝突性，甚至具攻擊性的環境，但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他我

分別中，受訪者得以在信仰中找到安慰，同時希望以靈巧的方式，找到歸國生活

的平衡點。 

（三）對家人關係的衝擊 

    基督教被認為是個與中國傳統宗教有衝突的西方宗教，因為基督徒不拿香、

不磕頭，再加上中國宗教環境的不自由，使得信仰基督教具有某程度上的風險性，

海歸基督徒也面臨到共產黨家人對於其信仰的質疑眼光與擔憂，而 E 的堂哥擔負

著家族的期望赴外求學，但最後竟成為傳道人而不是企業家，與家人原先的期望

不符。海歸對信仰的堅持，若無法得到家人的諒解，則可能造成海歸與家人之間

持續不斷的衝突。 

我媽說最好不要信跟她有衝突的信仰，因為她是佛教徒。（G-01-01） 

我姨父是共產黨員，他很憂慮我的信仰，擔心我有被抓起來的危險，就會跟

我爸講一些有的沒有的，結果現在變成我爸反對我的信仰。（L-02-0203） 

我堂哥在國外念研究生時信了主，他沒有找到金融的工作，反而在當地教會

做一個青年傳道人，這個工作對我們家裡來說是很大的衝擊。（E-01-05） 

（四）選擇結婚對象的壓力 

    許多中國教會的單身男女都有結婚的壓力，海歸也不例外，身為獨生子女、

肩負著為家族傳宗接代的壓力，卻堅持找比例相對低的基督徒伴侶，常常使得家

人產生對基督教信仰的不諒解，而這樣的壓力發生在女性海歸基督徒身上尤多。

近年來中國雖出現許多基督徒婚戀交友網站，但網路交友尋找結婚對象的方式仍

有爭議，男性基督徒相對數量稀少的情況下，尋覓適合伴侶難，因而造成逼相親、

逼婚的情況發生，最後，大多數海歸姊妹只好順從家人的安排，與非基督徒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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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產生更多對於信仰的張力。海歸 O 甚至為了逃避家人給的結婚壓力而搬離

家鄉，獨自到大城市討生活。 

家人…主要是婚姻的壓力，因為我要找基督徒嘛，他們無法理解。（R-01-09） 

有些事情我爸媽是無法理解我的，特別是我要找個基督徒做伴侶。（D-01-07） 

我比較喜歡待在上海，因為父母不容易左右我的決定，我都這個年齡了，他

們覺得我該去談戀愛、該結婚啦，在上海就可以少聽一點嘮叨。（O-01-05） 

我年齡很大了，周圍也有很多「剩女」。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這種壓

力下，有些人就會很亂來，但我不一樣，我信靠神、對神有信心，相信神肯

定會給我一個適合的對象。（G-01-04） 

（五）對於子女教育的抉擇 

    對於已婚海歸而言，回國後面對到最大的適應問題即為子女在中國的教養

問題。由於國籍、語言、教育方式的不同，中國競爭激烈與一胎化的結果，讓

父母將所有的希望灌注在獨生子女的身上，國內「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

教育方式，讓海外長大的海歸子女們吃盡苦頭，因此大多只能選擇學費昂貴的

國際學校就讀，增加了海歸家庭的經濟負擔。海歸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抉擇中，

選項其實不多。 

這裡讀書貴得不得了，國際學校學費是國外的好幾倍，我們在國外可以讀公

立的，根本不用學費。（P-01-04） 

我們不太認同國內所謂「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這樣的說法，我的大女

兒來到中國時，我們很希望讓她融入國內的環境，所以一開始把她放在國內

比較好的幼兒園，但是幼兒園給她非常大的挫折感，她每天都要做功課到九

點鐘才能睡覺，後來她一回家就是哭。我跟太太後來決定讓她在家自學。

（V-0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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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以上，海歸因其基督徒身分，造成生活、工作、婚姻上的掙扎與矛盾，

並製造出與家人相處產生摩擦的可能性，還有子女教養的種種問題。但在這樣的

情況下，仍有許多人堅守著信仰、不放棄，就像是在魚缸（基督信仰）裡放入天

敵（反對的聲音），反倒激發出他們對於信仰的熱情、活力與堅持，如同「認同」

建立於「差異」，反對的聲音不僅沒有形成推力，反而幫助基督徒強化了自身認

同。 

我舉個例子，很多長途運輸魚的車會在魚缸裡放入魚的天敵，以保持魚的精

力充沛，這樣魚到達目的地的存活率會更高一些。我覺得在這裡也一樣，因

為有潛在的…政府的壓力，反倒激勵我們思考信仰到底是什麼。（U-01-011） 

三、海歸適應了嗎？ 

    「在中國信仰基督教有什麼實質上的好處？」回顧以上的各項適應問題之後，

可能沒有幾個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堅持基督徒身分認同，除了在心靈上的滿足

之外，信仰為生活上所帶來的不便也是事實，不僅言行舉止需要適當的做調整、

認清自己身處中國而不再養尊處優，面對穩定聚會後所衍生的交通問題、牧養問

題，亦只能慢慢適應或採取自學的方式來補足中國牧養上的不足，而海歸是否願

意承擔教會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例如：擔任小組長），則考驗了其身分認同的

強度。對於單身的海歸而言，結婚對象的選擇也是對身分認同的一大試驗，是否

能獨排眾議直等到「上帝安排的那個人」出現為止，在在動搖了許多單身基督徒

的心。至於生活、工作、與家人關係之間的各項掙扎，相信對於穩定聚會的海歸

而言，當他們看到身旁的人都有一樣的問題時，眾人共同面對問題的勇氣將會產

生，並且藉此強化鞏固身分認同。 

    對於已婚海歸來說，向心力的凝聚則可以從「兒童主日學」的建造開始。海

歸父母多希望孩子在中國仍能接受宗教教育，但據筆者觀察，家庭教會的兒童主

日學，或因法令規定「不得向未成年者傳教」的限制，或因成人牧養已力不從心，

無法兼顧兒童主日學等因素，使得家庭教會兒童主日學部分，尚未發展成熟，因

此，許多外籍的海歸父母傾向將子女送回國際教堂聚會，自己卻留在家庭教會裡

聚會，造成海歸父母周末疲於奔波不同教會的狀況。筆者認為，家庭教會聚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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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設有兒童專用房間，表示家庭教會亦注意到會眾子女的需求，因此，筆者相

信，兒童主日學會隨著會眾逐漸浮現的需求，搭配該教會會眾屬性，漸趨發展成

一種適合該教會的方式，或許有一天，會眾子女不再需要寄放在國際教堂，而家

庭教會也得以成為一個完整、滿足各樣會眾需求、又具向心力的教會。 

    筆者認為，若要海歸基督徒完全適應於中國的環境，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海

歸基督徒本身已混雜了多元的文化與認同於一體，當認同不再單一時，所謂的適

應，其實只是個體之於不可更改的大環境下，所產生的種種平衡狀態，無論是恐

怖平衡，還是完美的平衡，都是調適的過程，而這過程是永無止盡的。海歸基督

徒在中國宗教環境的變動中，不停地取得平衡，即是適應。個體所能做的，只有

找到一個永恆的家（天堂）、與一個暫時的棲身之處（世俗世界）。透過凡俗間的

認同區分，以及對於未來美好世界的盼望，海歸基督徒將可以更坦然地面對回國

後的各項挑戰。當海歸基督徒因為自身的基督徒身分認同，在生活中遭受到更多

更大的困難時，反而可以藉著這些困難，堅固其他我認同的邊界，並更加鞏固自

身的認同。如同 J 將自己比喻為「客旅」，並認為一切困難與挑戰都是暫時的，

以積極的態度，找尋歸回中國後的各個平衡點。 

有時候會想，到底哪裡是我的家，不過也很感恩，《哥林多後書》告訴我，

我的家其實在天上，我在地上只不過是客旅嘛，這一切都是暫時的，這樣我

就想得比較開一點。（J-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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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歸基督徒的需求與潛在影響力 

第一節 海歸基督徒對中國教會的挑戰 

  前面我們談了許多海歸基督徒回國後，在信仰與生活上的挑戰與適應，但對

於中國家庭教會（包括傳統家庭教會、新興家庭教會，及海歸教會）來說，海歸

群體的湧入是否也為他們帶來新的挑戰，以及為適應海歸群體而發展出來的策略

呢？  

一、海歸基督徒流失率高 

    首先，海歸基督徒的流失率頗高，許多海歸回國後參加幾次聚會之後，就不

再出現了。根據海歸事工以斯拉1的調查發現，相當高比例的海歸基督徒回國之

後，由於種種因素而放棄了基督徒的身分認同，而這樣的高流失率也可以從受訪

者口中了解：他們經常發現身旁許多海歸朋友或海歸同事，原來也是基督徒！由

於大部分留學生在海外時都去過教會、不少人也受洗了，但回國後卻沒有持續聚

會。這些不再聚會的人，對曾擁有的基督徒認同通常持兩種說法，一種是徹底放

棄、不信主了，另一種說自己還信主，但是不去聚會。基本上，這樣的高流失率

也與部分留學生對於基督信仰的功利性認知有關，許多留學生甚至認為基督信仰

就是「跟著一群關心他們的人，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其在海外的身分認同建

立在教會活動與友善的教會人士之上，因此，當中國教會無法提供海外般娛樂性

高的教會活動，甚至教會人士可能對海歸不太友善時（例如：認為海歸高傲而不

願與其親近），海歸無法僅以過往留學的美好回憶促進參加聚會的動力，而在中

國，基督徒身分也無法為個體帶來實際的好處時（例如：中國基督徒在職場上的

衝擊，詳見第四章），許多海歸的基督徒認同在回國後沒多久就流失了。 

特別是海外信主的海歸，他們回來中國時適應不了，於是我們做了一些調查，

發現流失率很高，基本上 70%的海歸不再去教會了。（Ezra-01-02） 

                                                      
1
 下一節將會提到以斯拉所負責的海歸事工，幫助留學生回國後的聚會流向，做適當的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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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海外國際學生事工交給我們的海歸，海外機構認為他們經常參加教會

活動，所以他們對信仰非常的忠誠，但我們實際接觸後發現不是這樣，事實

上他們根本就沒有信，他們以為信仰就是跟著一群關心他們的人，天天吃喝

玩樂聚在一起查經。（Ezra-01-05） 

他們在海外時都還滿願意接受的，也滿認真的，但是回來之後大部分都流失

了。可能是他們在海外時特別需要人的陪伴、友誼、幫助吧。但是回來以後，

環境不一樣了，在這裡作為基督徒，也不是一個會讓人覺得不錯的選擇，所

以很多人因為工作、生活上實際的考量，就不去教會了。（S-1-05） 

  這群認同薄弱又易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流失認同的海歸基督徒，對於成員聚會

相對穩定的傳統家庭教會來說，可能會造成教會內部管理上的困難。第一，海歸

基督徒是已信者，因此難與慕道友一同以未信新人的方式來進行關懷。第二，部

分教會針對新人規劃一套獨立於崇拜之外的專門課程，而教會通常會安排海歸擔

任「助教」的身分，一方面可以參加新人課程，一方面又無損海歸已信者的角色，

但是，這類課程的參加名額，通常因場地的大小與安全考量而有人數限制，因此

海歸若在預定名額內，即顯示教會對於「助教」海歸有一定的期望，但如果海歸

出席的狀況不穩定，則可能使得教會活動的管理與運作增加不確定性，甚至讓教

會對海歸群體產生失望。以受訪者 D 的例子來說，他進入傳統家庭教會後，受

到教會重視而被安排擔任新人課程助教，但是 D 本身卻遲遲無法適應、歸屬該

教會。受訪者 D 口中的自己，是個努力適應教會環境的基督徒，但在認識 D 的

教會人士眼中，他卻是個流浪的基督徒，在不同教會間遊走、猶豫，沒有定性。

或許我們可以把海歸的不穩定性，歸因於回國後的適應階段，但當傳統家庭教會

嘗試將已信海歸納入運作體系時，部分海歸卻因種種個人因素而無法領情，在沒

有中介協調者的情況下，海歸與教會之間的誤會由此產生。下一節我們也會討論

到擔任中介協調者角色的「海歸事工」。 

    不穩定聚會的海歸對於傳統家庭教會來說，還有另一個影響。上一章我們也

看到海歸 E 因尋找理想教會而不停換教會的過程，試想，如果新人都是來「參觀」

教會，而不是抱著「參加」教會的心態，造成教會不停接待新人，不僅沒有產生

新的人力資源，反倒逐漸耗盡原有的教會資源，這樣的情形對於中國傳統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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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原就不甚豐富的宗教資源來說，實為極大的負擔，久而久之傳統家庭教會可能

越來越難以「歡迎」的態度來接納相繼進入的海歸，間接地，教會對待海歸的消

極態度，也提高了海歸的流失率。 

  對於海歸教會及具海外背景的新興教會來說，因其相對開放的聚會風格，吸

引許多人參與聚會，而相對豐富的海內外人脈，也帶來源源不絕的新海歸，因此，

新人（包括新海歸）的出現對於教會來說已經司空見慣，而只靠轉介而非朋友帶

入的海歸，在第一次參加崇拜時，通常會在會眾面前簡短的自我介紹，並接受歡

迎的掌聲，但是，卻可能在無人關注的情況下，選擇默默地離去。雖說新人的流

失，對資源、人脈相對豐富的新興教會與海歸教會而言，不太會產生管理上的困

擾，但仍有部分新興教會開始正視新人流失率高的問題。筆者實際參與幾間新興

教會的主日崇拜，觀察到部分教會在崇拜會後，有負責同工會針對新人進行簡單

的自我介紹與交流，以了解新人背景與來教會的目的等等。近來甚至有教會開始

編列預算邀請新人與負責同工在會後共進午餐、建立關係，這些活動都有助於同

屬新人的海歸，盡快建立對於該教會的歸屬感、減少流失率，新興教會積極的管

理態度，也為海歸的加入、教會的擴張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 

二、海歸願全職事奉者少 

    《海歸手冊》在談到海歸回國後適應中國的信仰環境時，這樣做出建議：「您

的靈命不一定比國內的弟兄姊妹強，只是知識資料比較多，所以自己要謙卑，對

所在教會的態度要柔和，以免絆倒別人或自己被絆倒。」（海外校園同工，2009，

頁 78）前面也提到部分教會人士以消極的態度來對待海歸，但這樣的態度更可

能來自於海歸本身的對他人態度之反射。海外教會的資源比中國教會豐富、教會

的牧養也比中國多，而牧者的學歷可能也相對中國牧者來的高，因此，海歸在比

較中外差異後，容易以高姿態存在於中國家庭教會之中，認為自己各方面都比人

強：擁海外學歷、博學多聞、知曉聖經…。海歸的高姿態，容易使得教會人士與

之保持距離，造成會友似乎對海歸較不友善的印象，實為海歸自身的態度所造成，

而這樣的情況在海歸較少的傳統家庭教會中更為明顯。 

一些傳統的教會可能會認為海歸沒什麼了不起，但卻特別挑剔，過來之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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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這個、一下要那個的，好像覺得自己很優越。（A-01-03） 

他們談起信仰的故事，經常會說「我在海外怎麼樣、國內的教會怎麼樣」，

他們會很自然的比較國內外教會的狀況，這些話對於本土教會來說，聽起來

有點刺耳。（Ezra-01-02） 

  海歸的高姿態也反映在對教會領袖或核心同工的態度上。傳統家庭教會的領

袖與會友大多沒有海外經歷，且以家長的權威式管理，造成海歸既不願聽從他人

的意見，也不願服從於領袖的權威，再加上海歸的事業、生活本就忙碌，若非有

心奉獻，則難為教會付出時間，更別提帶職或全職服事，再度造成教會在人力資

源管理上的困擾。筆者曾經請教一位與各家庭教會保持良好關係的「教會通」先

生，他對於海歸在家庭教會中的表現，評價不高，他認為許多海歸回國後，仍以

「享受」的姿態而非「服事」的心態存在於教會之中2，對於非海歸會友來說是

非常不公平的。「教會通」先生也認為，傳統家庭教會中的海歸，有兩種出路，

一種就是對信仰尚有追求者，會因為無法適應傳統家庭教會而轉向其他教會，另

一種就是繼續停留在傳統家庭教會中，但保持著不冷不熱的聚會態度，如同隱形

人般地存在於教會之中，只享受聚會的美好，不介入教會事務。 

    針對上述的第二種海歸，其最初選擇家庭教會的原因之一，為三自教會沒有

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團契功能，而對部分海歸來說，家庭教會的團契生活是「回憶

海外美好生活」的途徑之一，抱持著「回憶」的目的而前往聚會者，通常在教會

中表現出不冷不熱的態度，不在乎信仰上的進步，也因為工作上的繁忙而不重視

教會事務的參與，更別提協助推動教會的發展與進步。其實，無論是海內外的華

人教會，都有個普遍的問題，那就是專業人才很難做出全職服事的決定：「專業

人才若參與宣教，等同於放棄職業，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決定。」（林

安國3，2007）對於專業人才（例如：海歸）來說，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之後，

才有現在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因此，即使是具有傳教熱忱的海歸，只有極少

                                                      
2
 「教會通」先生對於海歸的看法，整理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筆者與「教會通」先生電訪的內容。 

3
 林安國，現任華人福音普傳會總主任，曾任美國中信副總幹事及加拿大亞省愛城華人基督教福

音堂主任牧師。參考自：

http://www.ccmnz.org/portal/%E4%BA%8B%E5%B7%A5%E5%A0%B1%E5%B0%8E/%E9%82%81%E6%
AD%A5%E5%B7%AE%E5%82%B3/2009%E5%B9%B4%E5%BA%A6%E4%BA%8B%E5%B7%A5%E8%B3%
87%E6%96%99/%E6%9E%97%E5%AE%89%E5%9C%8B%E7%89%A7%E5%B8%AB%E5%8F%8A%E5%B8
%AB%E6%AF%8D%E4%BB%8B%E7%B4%B9/tabid/144/Default.aspx  

http://www.ccmnz.org/portal/%E4%BA%8B%E5%B7%A5%E5%A0%B1%E5%B0%8E/%E9%82%81%E6%AD%A5%E5%B7%AE%E5%82%B3/2009%E5%B9%B4%E5%BA%A6%E4%BA%8B%E5%B7%A5%E8%B3%87%E6%96%99/%E6%9E%97%E5%AE%89%E5%9C%8B%E7%89%A7%E5%B8%AB%E5%8F%8A%E5%B8%AB%E6%AF%8D%E4%BB%8B%E7%B4%B9/tabid/144/Default.aspx
http://www.ccmnz.org/portal/%E4%BA%8B%E5%B7%A5%E5%A0%B1%E5%B0%8E/%E9%82%81%E6%AD%A5%E5%B7%AE%E5%82%B3/2009%E5%B9%B4%E5%BA%A6%E4%BA%8B%E5%B7%A5%E8%B3%87%E6%96%99/%E6%9E%97%E5%AE%89%E5%9C%8B%E7%89%A7%E5%B8%AB%E5%8F%8A%E5%B8%AB%E6%AF%8D%E4%BB%8B%E7%B4%B9/tabid/144/Default.aspx
http://www.ccmnz.org/portal/%E4%BA%8B%E5%B7%A5%E5%A0%B1%E5%B0%8E/%E9%82%81%E6%AD%A5%E5%B7%AE%E5%82%B3/2009%E5%B9%B4%E5%BA%A6%E4%BA%8B%E5%B7%A5%E8%B3%87%E6%96%99/%E6%9E%97%E5%AE%89%E5%9C%8B%E7%89%A7%E5%B8%AB%E5%8F%8A%E5%B8%AB%E6%AF%8D%E4%BB%8B%E7%B4%B9/tabid/144/Default.aspx
http://www.ccmnz.org/portal/%E4%BA%8B%E5%B7%A5%E5%A0%B1%E5%B0%8E/%E9%82%81%E6%AD%A5%E5%B7%AE%E5%82%B3/2009%E5%B9%B4%E5%BA%A6%E4%BA%8B%E5%B7%A5%E8%B3%87%E6%96%99/%E6%9E%97%E5%AE%89%E5%9C%8B%E7%89%A7%E5%B8%AB%E5%8F%8A%E5%B8%AB%E6%AF%8D%E4%BB%8B%E7%B4%B9/tabid/144/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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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會在工作與全職傳教事業之間作出後者的抉擇，因而許多教會轉而鼓勵並訓練

海歸帶職事奉，以增加教會優質的人力資源。 

三、海歸的多重認同：海外才是我的家！ 

    海外信主的海歸，即使在中國穩定聚會後，多與海外教會保持良好的聯繫，

並因其信仰的起點、認同的建立點在海外，因此產生了海歸對於不同教會的多重

認同。以 T 來說，他在中國遇到問題，第一個尋求建議的對象，不是中國教會的

牧者，而是選擇請教海外教會的屬靈長者與牧者，這捨近求遠的現象，不僅再度

突顯出中國家庭教會牧者與會友間關係的薄弱（詳見第四章第三節），造成海歸

「教會在中國，但牧者卻在海外」的選擇性認同，亦可以視作海歸仍未順利將其

海外認同完全轉換為國內認同的象徵。 

我們有國外的屬靈長者可以求助，所以也沒有特別積極主動去尋找這邊的幫

助，畢竟他們在國外帶我們很多年了，信任的關係也已經建立了。（T-01-010） 

    海歸的多重認同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造成任何矛盾，乃是海歸從不同教會

「各取所需」的選擇性資源運用，但是對於 L 而言，他的多重認同卻可能使得中

國教會面臨人才運用上的挫折。在海外受洗信主的 L，回國後順利進入家庭教會

裡穩定聚會，目前為該教會的實習小組長，估計不久之後將獨立運作一個小組，

為中國教會裡的新生力軍。事實上，L 回國不久後，接到海外教會希望未來能夠

進軍中國、開創該教會在中國的宗教事業的願望，並將這樣的發展願景寄託在 L

與其他中國海歸的身上。因此，即使 L 在當地教會穩定聚會、帶職服事，但 L 說，

海外教會就像是原生家庭，是永遠牽掛的對象，因而當 L 的海外教會正式宣布進

入中國的時候，L將考慮退出當地教會、轉向協助其海外教會在中國的宗教事業，

其認同的對象可想而知仍為海外的教會，海歸的多重認同可能會造成當地教會與

海外教會之間的人才運用的爭奪。 

其實我們已經委身在這裡的教會了，我們的事奉也是全心全意的，但是海外

教會就好像是我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的心肯定永遠都是牽掛在那邊的，就

像是我在那裡出生，現在我出嫁了，可是我不可能嫁到這裡就不管我以前的

家。（L-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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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對 L 的中國教會進行深入的參與後發現，L 的海外牧者曾經至上海拜訪

L，並且參與 L 在中國教會中的小組活動，甚至也與 L 的中國牧者打過招呼，推

測雙方藉由海歸 L 的引薦，將來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若以 L 的說法為例，海外

教會是他的娘家，那中國教會就是他的婆家，如果雙方因為海歸的橋樑而順利建

立起「姻親關係」，則雙方教會得以進行跨國的資源、人脈聯合，不僅促進各自

教會的發展，也在發展的重疊區裡互助合作，這樣的理想狀態可化解海歸在多重

認同中的矛盾，反之，若這樣的「姻親關係」不成立，則會出現雙方「搶人」的

衝突。若 L 決定轉向協助海外教會的宗教事業，則其在當地教會中的小組領袖地

位將因其「跳槽」的行為而被破壞，更有甚者，若當地教會的小組中，有人願意

追隨 L 的腳步尋求更具開拓性的宗教事業發展而選擇離開，則將人才帶走的行為

將導致當地教會與 L 的關係徹底破裂。海歸以其二地的宗教人脈優勢，促進跨國

教會間的資源聯合，但若海歸決定只協助其中一方的宗教事業拓展時，則會激化

海歸在海內外教會間的尷尬地位，也會破壞其在另一方辛苦建立起的宗教人脈。

當海歸將認同投注在海外教會的宗教事業上，同時也會弱化海歸可運用的中國宗

教人脈資源，無此一來，海外教會也喪失了其在中國拓展宗教事業的最大優勢。 

  海外信主海歸的基督徒認同，始於短暫停留的海外時光，但大部分海歸卻是

永久地歸回中國，始於海外的身分認同使得海歸回國後面臨重重挑戰，而新的教

會認同能夠幫助海歸保存其基督信仰，以及快速地適應當地生活，多重認同因而

產生，原先相安無事的海歸多重認同，在雙方傳教區域重疊時，產生衝突，在海

歸好不容易建立的新認同與海外原始認同之間產生拉扯，中國家庭教會若能將海

歸在兩國間的拉扯，轉換為異地教會跨國合作的橋樑，則能使海歸的跨界角色達

到最大的功用，又不致破壞任何一方的宗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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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歸事工 

近年來，越來越多教會組織或個人關注到海歸基督徒的適應議題，也開始著

手組織「海歸事工」針對海歸基督徒群體提供各方面的協助。「事工」一詞為基

督教界對於具某群體針對性教會工作的統稱，例如：年長者事工、婦女事工等，

而針對海歸群體所進行的教會相關工作，則通稱為「海歸事工」。筆者將上海的

「海歸事工」分為兩種來探討，一種是「傳統型」海歸事工，另一種則是新近出

現的「過渡式」海歸事工。 

一、「傳統型」海歸事工 

近年來，隨著海歸群體的擴大，具海外背景的團契與教會越來越多，而在上

海幾個特定地區（例如：浦東），亦有不少專屬於海歸的「海歸團契」。拿上海浦

東地區來舉例，因科技業公司的聚集所帶來的專業人士職缺，吸引了許多海歸聚

居在鄰近區域，其中，部分海歸基督徒個體因其自身信仰需求，發展了以自身網

絡為主的家庭式團契，以聚會為主要目的，密集分布於海歸聚居區中。除了個人

號召的海歸團契之外，部分海歸團契則為「海歸事工」的延伸。所謂的「海歸事

工」，意指教會組織或個人，為了海歸回國後的信仰生活，創造一個具有緩衝效

果、舒適、幫助建立歸屬感的海歸專屬聚會空間，幫助了新舊海歸在相對習慣的

聚會氣氛中，討論海歸相關議題、彼此扶持、陪伴，最終得以在中國的環境裡，

找到生活與信仰的平衡點。「海歸事工」的負責人多具有海外背景，甚至發起人

本身就是海歸，深知海歸回國後遭遇到各種生活上的挑戰，因而提供了安全的海

歸聚集空間，不僅幫助海歸得以迅速銜接海外的信仰生活，也創造了一個相似度

高的社交群體，最終演變成為「海歸團契」。 

「傳統型」海歸事工即為此類最終演變成為「海歸團契」的海歸事工。傳統

型海歸事工（以下簡稱為「傳統事工」）發展至今，優點為銜接性高、缺點是排

他性強。傳統事工接待海歸群體，卻未有任何轉介、轉出的管道，因此形成一個

個封閉式的海歸團契，聚集了海歸以及海歸帶入的海歸朋友或海歸同事，討論的

主題圍繞著海外生活、海內外的子女教育、國籍問題、業務拓展等等，容易在不

自覺的狀況下產生自然篩選，使得非海歸者難融入該群體，因而海歸團契的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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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當高，也使得海歸團契長期維持均質狀態。再者，上一節我們也提到海歸多

為社會中上層人士、生活繁忙，帶職服事者少，更別提願意放棄優渥的工作來全

職服事者，而「願服事者少」的情況不只出現在家庭教會中，也常見於海歸團契

中，海歸以團契為目的而聚集，因而難有人力向外拓展宗教事業，即使有願意帶

職服事的會友，也因自身工作與教會工作上的繁忙，無力再兼顧教會的外拓，使

得團契在各項發展上處於停滯的狀態，發展不如其他的家庭教會。 

海歸團契或海歸教會可以省去海歸過渡的部分，因為大家都彼此理解，都是

海歸的背景，但是也會陷入自我邊緣化的情況。（Ezra-01-010） 

海歸教會主觀上不會對非海歸者不友善，但他們每次都談論海外的事情、孩

子都是美國人…這些都會讓非海歸的新人，因為文化不同，慢慢就不去了，

所以即使過十年以後，他們還是海歸教會，不會改變。（Ezra-01-011） 

傳統事工雖創造了一個海歸得以順利銜接信仰生活的聚會空間，卻因此將海

歸置於一個介於中國與海外的安全空間中，如同玻璃帷幕般地擋在海歸與中國之

間，讓身處其內的海歸持續以「他者」角度來看待中國基督教會，不僅將海歸隔

離於中國基督教界之外，降低了海歸與非海歸基督徒的接觸，也弱化了海歸基督

徒的跨界潛力。試想，若每年大量回國的海歸基督徒一一進入封閉的海歸團契空

間中，這道無形的牆不僅可能將海歸基督信仰導向分裂、隔離、邊緣化的未來，

海歸被困在自己創造的「世外桃源」中，與世隔絕、不求進步，而海內外中國基

督徒不相往來的結果，也會使得海歸的跨界潛力無法發揮。因此，新近成立的「過

渡式」海歸事工，嘗試以創新的方式協助海歸回國後的適應狀況，並解決海歸群

體與中國基督教界隔離的問題，讓海歸得以成為中國基督教界的一員，甚至成為

未來教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推手。 

二、新興「過渡式」海歸事工 

筆者透過層層宗教人際網絡，輾轉聯繫到了正在上海地區從事海歸事工的以

斯拉。以斯拉與同是海歸的律師朋友，共同創立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海歸事工，

他們不只希望幫助海歸基督徒保存信仰，更希望協助他們融入中國的家庭教會中。

以斯拉與朋友觀察到：第一，以往傳統型海歸事工沒有轉介海歸的機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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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在缺乏適當引導的狀況下，不願意離開海歸團契並進入當地教會，造成海歸

事工的海歸「只進不出」的狀態。第二，原意要幫助海歸適應的海歸事工，最終

都被導向同質性高的海歸團契或海歸教會，而海歸團體常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窘

境：會眾社會地位高、不易騰出時間協助教會事務。第三，一般中國牧者多不具

海外學歷，無法折服高學歷的海歸會眾，難以解決牧者資源短缺的問題。第四，

部分會眾願意成為帶職牧者，但時間、能力有限，在牧養會眾、進修神學基礎之

外，已無心力再進行外擴的宗教事業，導致海歸團體的發展受限。傳統型海歸事

工運作到最後，不僅牽扯到教會的建立、牧者的聘請等細節，協助海歸適應的原

意也已變調，這樣的海歸事工能建立教會，卻難以有效率的永續幫助逐年增多的

新海歸適應中國。 

我們注意到很多做海歸事工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做到最後都做成一個同類化

的教會。很多海歸還是不想去當地教會，大家就湊在一起…湊在一起很開心，

好處是信仰沒有流失掉，但結果就是形成一個同類化單一的海歸教會。

（Ezra-01-0304） 

「過渡式」海歸事工的出現，乃要解決每年大量歸國的海歸適應問題，有鑑

於過去「傳統型」海歸事工發展迄今所產生的瓶頸，「過渡式」海歸事工不以「建

立教會」為目的，而是以「建立橋樑」為目標，在海外教會、海歸，與當地教會

之間，搭起一座友善的橋樑，漸進式地幫助海歸得以順利地自海外銜接進入中國，

不僅在生活上得以適應，也保存了信仰，並且不再以小團體的聚會模式自我隔離

於社會之外。 

我們的使命並不是要創造一個以海歸為主體的教會，我們不是搞教會的，我

們是要搞過渡、要幫助海歸銜接上中國當地的教會文化。（Ezra-01-03） 

（一）四階段漸進式活動 

    以斯拉針對海歸群體，設計了四階段的漸進式活動：「海外式歡迎文化」→

「過渡小組」→「轉介進入當地教會」→「後續跟進」，協助海歸基督徒一步步

地從熟悉的海外教會文化開始，逐步認識中國社會環境、中國職場，以及中國基

督教會歷史，最終進入並融入中國教會文化，成為中國的基督徒。以下逐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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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式」海歸事工的各階段性任務： 

1. 海外式歡迎文化： 

    一般家庭教會面對不停湧入的新人，沒有特定的歡迎儀式，也沒有後續的追

蹤關懷，因此，海歸回到中國以後，大多覺得自己不受歡迎、沒有人關心等（有

關海歸的調適，詳見第三章）。為解決一般海歸覺得自己「不受歡迎」的情緒問

題，「過渡式」海歸事工以辦理熱鬧的「迎新活動」來回應海歸初抵國門對中國

教會的期待。「迎新活動」基本上是西方教會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向新人表達歡

迎之意，並且藉由小遊戲等活動來建立關係，以斯拉期待以西方的模式，喚起海

歸基督徒對於海外信仰生活的回憶，藉此加強其身分認同與持續參與課程的動力

4，並且負責在海歸進入當地教會之前，對海歸們進行關懷與陪伴的工作。 

2. 過渡小組： 

    在迎新活動過後，海歸進入第二階段，即參與類似海外查經班的小組，以斯

拉稱之為「過渡小組」，意旨僅提供過渡功能，而非永久性的聚會。又因海歸的

高學歷以及優秀的學習能力，過渡小組傾向探討知識性的議題為主（例如：在城

市中如何當一個基督徒）。以斯拉說，目前過渡小組使用的是美國 Timothy Keller

的《Gospel in Life》5，針對大城市裡的職場生活、商業文化、價值觀的衝突上等

議題進行討論與學習，以達到用「基督徒身分」去「適應城市生活」的目標，並

且補足過去家庭教會對於這方面教導的缺乏：「由於過去家庭教會未注重牧養，

只偏重講道，當面對到城市人的壓力，比如家庭夫妻與親子關係、男女戀愛與婚

姻、職場競爭與手段、生活與就業、教會與家庭等，教會傳道人常不知如何輔導

並協助處理信徒的生活難題。」（神州華傳，2011）以斯拉認為，基督信仰不是

「宗教」，而是一個價值觀的轉變，也是與社會互動的過程，因此，過渡小組希

望在第二階段的前半部分，幫助海歸建立在就業、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基督徒價

值觀，也幫助他們將來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挑戰，都能以「基督徒的身分」為出發

                                                      
4
 此為宗教學裡跨越門檻、進到另一個階段的儀式過程（Ritual Process）。模仿西方聚會的模式可

看為一種儀式，先是喚起參與者過往美好的海外回憶，再與其未來的中國宗教生活進行連結，藉

此儀式幫助海歸跨越門檻（中西差異），進入下一個階段（中國生活）。 
5
 Keller, Timothy J. (2010). Gospel in Life: Grace Changes Everything. U.S.A, Grand Rapids: Zondervan.
經由海歸的推薦，目前該書正處於翻譯的階段，相信不久後將有中文版問世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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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 

我們信仰的不是一個宗教，而是一個價值觀的轉變、要如何跟社會互動。

（Ezra-01-013） 

    過渡小組的前半部分以城市基督徒的實際需求來做探討與思考，後半部分則

針對中國教會歷史、中國教會現況做進一步的介紹，期待藉由介紹中國基督教界

演變的歷史，培養出海歸對中國家庭教會的同理心，並幫助他們理解中國家庭教

會跟海外教會不一樣的原因，有助於引起海歸的好奇心與對中國家庭教會的興趣，

為第四個階段進行鋪路。除了課程逐漸自「城市基督徒」轉變為「中國基督徒」，

後半段的課程也會加入各教會派出的「委派員」：每一合作教會都需派一個有海

歸背景的委派員，在過渡小組的後半部分加入，與海歸學員一同上課，並且建立

關係，為接待海歸進入中國教會預做準備。 

3. 進入中國教會： 

    經過半年的過渡小組階段之後，海歸事工會鼓勵海歸努力進入第三個階段，

那就是學習融入中國的教會文化裡去。第三個階段一開始，以斯拉會帶海歸們到

合作的教會裡參觀，也就是到各委派員的教會中參與主日聚會。以斯拉與同工在

事工開始運作前，已先篩選出一批對海歸較友好的教會，到第二階段時，以斯拉

會針對海歸成員所在的行政區域推薦適合的教會，因為教會越近、將來穩定聚會

的成功率越大，但由於目前合作的教會數量不多，因此除了依行政區所推薦的教

會之外，以斯拉也會帶海歸到其他的教會參與聚會，並讓海歸自行決定停留該教

會與否。此時，各教會所派的委派員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因為在海歸參觀不同

的教會時，已與他們建立關係的委派員就能更自然、更熱情地邀請海歸加入他們

的教會，讓海歸感覺到教會的溫暖、感到受歡迎，自然也提高了海歸進入中國家

庭教會的意願。 

我們跟教會合作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希望每個教會可以派一個委派員跟我們

合作，委派員必須有海歸背景，然後我們會訓練委派員，並且在過渡小組的

時候來幫助我們，這樣在課程末期的時候，就是我們帶他們去教會的時候，

委派員就會更熱情的向他們介紹，這樣的過程會比較自然。（Ezra-01-06） 



97 
 

4. 不定期舉辦活動，新舊海歸建立關係： 

    雖海歸事工目標是轉介海歸到各個當地教會裡去，但以斯拉與同工希望從海

歸事工轉介出去的海歸們，可以藉由不定期的活動，回機構相聚、傾訴心聲、分

享在各教會裡的成長，而舊海歸也可以提供新海歸經驗上的分享，彼此拓展生活、

宗教上的人脈，而有志海歸甚至可以成為海歸事工的志工，與以斯拉一起推動海

歸事工，幫助海歸打破與社會間的藩籬、進入中國社會，真正歸回中國。 

我們希望能成為海歸與中國本土間的橋樑，讓海歸意識到他們在海外人生的

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沒有必要再留戀了，我們幫助他們向前看、真正進

入中國。（Ezra-01-04） 

（二）具前瞻性的海歸事工 

    「過渡式」海歸事工透過四個階段，加上委派員的設置，希望幫助海歸得以

順利從「學生」過渡到「職場」的生涯，也從「海外」順利過渡回到「中國」，

不僅解決海歸基督徒隔離於中國基督教界的問題，也為中國當地教會的發展，帶

來新的契機。許多上海的家庭教會知道「過渡式」海歸事工的存在，包括筆者的

受訪者之一，為某教會的核心同工，曾經嘗試與以斯拉聯繫，希望更了解海歸事

工的內容，卻苦無機會，可見許多教會已經意識到海歸議題對於教會界的重要性，

並且有合作的意願，但基於各教會的神學基礎、聚會風格、教會氣氛、海外背景、

對海歸是否友善等因素，以斯拉必須親自一一與各教會領袖洽談合作事宜，因此

目前的合作教會數量並不多。 

前陣子有聽說有個弟兄對這方面很有負擔，他成立了一個團契，是專門給這

些海歸做個過渡的，希望再把海歸帶領到當地的家庭教會裡面。我當時很想

跟他見面，但是一直沒有約到時間。（I-01-06） 

    對於各教會來說，若能夠與「過渡式」海歸事工長期穩定合作，則不失為一

個能夠穩定促進教會發展的途徑，藉由轉介進入教會的海歸基督徒，不同於未信

者，他們大多是在海外有一定信仰基礎的基督徒，若能夠留在教會中穩定聚會，

則大多可迅速被轉換為可運用的人力資源（例如：小組長、敬拜團），促進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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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擴張與發展，再加上海歸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經濟能力上較為寬裕，亦能對

教會的奉獻收入盡一己之力，海歸的加入，對當地教會是利大於弊。再者，「過

渡式」海歸事工與數間海外國際事工機構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所有的海歸學員

都是由海外國際學生事工機構直接推薦而來，事工運作的資金亦來自海外支持者，

此事工可說是海外傳教事業在中國的延伸，因此，當地教會與以斯拉的合作，也

成為中西基督教的跨國、跨界合作：以斯拉的海歸事工建造了一條自海外至中國、

運送基督教的道路，而載體是自海外回中國的海歸，背負著西方的基督信仰，順

著以斯拉所鋪設的道路，順利地進入中國當地教會中，中西方的基督信仰在海歸

身上產生交集與火花，但中國當地教會不是道路的終點，而是海歸在中國時的休

息站，基督信仰還可能藉由海歸群體潛在的遷徙特性，再度移動到其他地區，甚

至其他國家去，串聯起更多的教會、機構，創造出更多合作的可能，海歸事工所

連結的海歸群體，其帶來的跨界潛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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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歸基督徒的跨界使命 

    上一節我們談到「海歸事工」帶來的跨界合作潛力，但事實上，除了事工之

外，許多獨立的海歸基督徒個體認為自己是海外「派回」中國的「使徒」，為海

外教會在中國的延伸，並具有信仰傳遞的跨界使命。因此，部分海歸個體也進行

著「小型的海歸事工」，擔當起新海歸回國後信仰存留的責任，以關懷、轉介等

方式幫助新海歸得以延續其基督信仰：  

我們是海外教會派回來的小小使徒，我們來打探這邊的狀況，然後接手那邊

回來的孩子，然後我們會去做關懷，就是希望這些海外回來的孩子，不要因

為換了環境而離開教會、脫離信仰。（L-01-07） 

    海歸不僅幫助海外教會在中國發展出更多個別的人際網絡，同時，不同海歸

在中國各地發展出的個別宗教人脈，也藉由海外教會牧者定期造訪中國，產生交

錯聯結，間接地也擴大了海外教會的中國人際網絡：「由於他們是在不同時期回

國的，彼此也不認識。我們去探訪他們，也是介紹他們互相認識、好成為彼此的

幫助。」（海外校園同工，2009，頁 98）海外牧者的定期探訪，不僅可凝聚同個

城市卻互不相識的海歸基督徒，其各自宗教人脈交錯之下所產生的網狀聯結，亦

可能創造出海外教會在中國發展的無限可能。除了海歸個體所提供的「接待任務」

來維持新進個體的基督信仰之外，也有海歸以其財力、專業能力與跨界影響力，

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基督信仰的延續與發展。以下將介紹海歸透過「慈善事業」達

成福音傳遞的目標、家庭教會間透過跨國培訓課程而產生的連結，與小型「教會

聯盟」的產生。為保護受訪者與機構的安全，以下的人名與機構名皆以假名或代

號方式呈現。 

一、慈善的福音事業 

    筆者藉由中國家庭教會的介紹，認識了從事基督教慈善事業的海歸亞比該。

亞比該當初經由管道，輾轉進入由海歸所創辦的慈善機構（以下簡稱該機構為

AG）裡服務。AG 之所以特別，乃是因為海歸創辦人運用了其跨國的優勢，以慈

善事業的方式發展基督教，在法律合法地位的基礎上，運用海外的基督教課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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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從海外聘請的牧者或講師，對目標群體進行非顯性的基督教傳播。AG 機構

為海歸群體運用其跨界影響力，在中國宗教、政治環境的種種限制之下，以創新

的方式達成基督教傳播目的。 

（一）擁合法地位、獨立資金： 

    AG 為一具有良好社會聲譽又擁合法地位的慈善機構、受政府監督，但是資

金與機構運作都是獨立的，不必向政府呈報細節，因此也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度進

行各項慈善活動。AG 為立案的單位，雖有著合法聚眾的場所，但其基督教福音

性質也容易在人來人往的場所中顯露出來，因此，AG 聘請了具法律專業、深知

法規條文的專員，不僅協助 AG 在創立之初，進行各項政府立案的相關業務，也

足以沉著應對任何 AG 運作中的突發狀況。 

AG 是一個受政府監督的合法的團體，事務跟資金都是獨立的，捐給我們的

錢會先捐到政府下的一個分項裡，然後再 100%轉到我們這裡。（Abigail -02-01） 

（二）「海外模式」的課程運作： 

    亞比該是 AG 的固定講師，也是協助 AG 事務推動的核心志工，目前 AG 所規

劃的課程，包括針對病友的身心靈重建課程、讀書會、藝術工作坊、特殊節慶活

動等，其模式與內容都是效法各個不同國家的成功案例而來，取其菁華成立了一

所關懷並促進病友身心靈健康的「病友學校」。病友學校的課程安排分為兩階段

課程：第一階段是四堂課的身體課程，AG 邀請醫界專業人士前來協助病友了解

自己的身體與照護。第二階段是十二堂課的心靈課程，使用的是基督教界常在教

會裡推動的美國心理學教材，以「愛」與「關係」為主要課程內容，亦幫助病友

學會以健康的心態接納生病的自己。亞比該擔任的是第二階段的課程講師，教導

病友正向積極面對人生。亞比該說，這樣的學習模式基本上就像是教會裡的小組

活動，只不過建立小組的地點在 AG，而參與的人則是不認識上帝的病友們。 

我們是跟海外學的一套課程，讓病人可以得到全人關懷，有身體方面的課，

就是醫生和專業人士會過來幫他們上課，還有靈裡的課，我們也會請一些心

理學專業的人過來，然後我們自己也會幫病人上一點課。上課的過程中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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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樣的方式就像是教會裡的小組。（Abigail-02-0102） 

（三）學員來自中國政府源源不絕的供應： 

    AG 的病友學校合法地位帶來源源不絕的學員，以四個月為一學期，病友除

了可以參加身體與心靈上的課程之外，還有讀書會、工作坊或是特殊節慶活動（例

如：聖誕節）可以參加，幫助病友在病友學校裡面學習、成長。基本上病友依照

身體狀況與治療的療程，每週至少會到 AG 上一次課，若病友就讀一學期後，還

希望繼續參與 AG 的活動，則可以加入 AG 的志工團，以學長姊的身分協助 AG

病友學校相關的活動進行。而這些源源不絕的新面孔與願意加入志工團的病友們，

都是亞比該「傳福音」的大好機會，一來病友無助又面臨死亡的威脅時，會促進

對於信仰的追求，再者，當亞比該與部分病友在課程中建立關係之後，找機會分

享基督教的見證、傳福音，就不再是件難事。 

我們給每個單位不同的名額，然後政府會推薦病人來。（Abigail-02-01） 

    AG 所成立的病友學校，獲得病友的廣大迴響、頗具好評，因此也引來醫院

進行學術研究的興趣。某間醫院將病人送到 AG的病友學校之後，不僅病況好轉，

對醫生的態度大幅度轉變、醫護關係有明顯的成長，顯示 AG 課程在學術上的研

究潛力，因此開始著手研究 AG 課程，常常派護士來 AG 向病友們發心理測試表，

以協助學術上的研究。AG 的課程不僅幫助了病友，也促成學術上的合作，而這

些前來進行研究的護士們，也成了亞比該傳福音的對象。 

我們也給護士傳福音啊，但我們不會逼他們信啊，只是告訴他們說我們做這

樣的事情是因為上帝的愛。這些醫生護士一般都是信佛的，因為他們每天面

對死亡很害怕，所以想要有個信仰，因為是中國人，所以就覺得自己應該信

佛教。（Abigail-02-0304） 

（四）刻意隱藏基督教符號以促進基督教傳播 

    由於病友與醫護人員來自四面八方，考量到安全問題，AG 的活動雖以基督

信仰為基礎，卻會刻意隱藏基督教符號以求自保。病友學校的課程中也有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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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但詩歌會經過刻意的挑選或處理，以沒有「上帝」、「耶穌」、「神」等基

督教詞彙的歌曲為主，亞比該曾經有一次不小心挑選了帶有「神」字在歌詞中，

AG 領導知道之後，希望他下一次的課程不要再使用該首歌，避免產生不必要的

問題。亞比該也說，曾有病友回家上網查證之後，發現在 AG 所唱的歌曲都是基

督教歌曲，因而詢問亞比該「是不是基督徒？」亞比該欣然承認其基督徒身分，

而該名病友也因為喜歡 AG 而持續參加各項的活動，並未因 AG 隱藏的基督教性

質而造成卻步。 

這裡面要做的非常有智慧，我們不做推銷也不傳教的，但如果有病人好奇問

我們的身分，我們不會因為政府不讓我們傳教就否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我

們也專門找一些沒有關鍵字的詩歌來唱，就是用神的東西給他們上課，但是

不能讓他們覺得我們在傳教，以至於他們沒有把柄去告我們，說我們上課在

給他們傳教。（Abigail -02-0506） 

    除了課程中的基督教符號之外，由於所有的講師都是資深基督徒，甚或教會

的牧者，因此 AG 也要求講師將其外顯的基督徒特質（例如：配戴十字架飾品、

飯前禱告）或基督徒習慣用語（例如：感謝主！）都暫時撤去，以保 AG 慈善事

業的永續發展。 

我在工作場合的時候，會特別說飯前不要禱告，不然我沒法傳福音，不要讓

人家覺得我另類、是宗教分子，就把我們推出去。所以我現在上班的地方，

如果有別人在場，吃飯就不禱告了。（Abigail -01-011） 

    亞比該與 AG 創辦人常運用其海外人脈，邀請海外教會相關專業人士到 AG

分享訊息，包括海外教會的牧者，但僅限於願意配合隱藏基督教符號的講者，對

於僅願意分享教會講道式訊息的牧者而言，是一大挑戰： 

基督徒來服事當然會希望用基督教的方式來講，但是我們希望他們把關鍵字

全部拿掉，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讓這些基督徒理解中國的宗教狀況，也有些牧

者說如果不讓他講耶穌，他就不講了，那我們只好拒絕他了。（Abigail-02-06） 

    對亞比該而言，在 AG 進行福音工作，唯有除去基督徒特質才可以消除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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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之間的界線，讓原屬於不同群體的人，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之下建立

關係，而在這樣的關係穩固之後，其基督教身分的外顯將不再成為人與人之間的

界線，反而成為基督徒的好名聲，增加病友對基督教的好感，使得福音的傳播更

容易些。AG 課程中對於基督教符號的隱蔽，為保護該機構合法地位的必要手段，

但在講師與病友建立關係之後，所顯露的基督教符號將不再以「機構-病友」的

方式呈現，而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私下人際交流，這樣的形式較不會對 AG 慈善

事業產生負面的影響。 

    AG 創辦人為一成功的企業家，因此目前 AG 的資金來源還算充足，而創辦

人的高社會地位與其基督徒的宗教人脈，二者相得益彰：高社會地位提高了該慈

善事業在企業間的能見度與未來募款的可能，並使得政府對該機構的信任感加增，

而創辦人的宗教人脈則易於號召來自國內教會的志工團，並運用海外人脈聘請各

界具基督徒背景的講員至機構授課，協助慈善事業無論在資金、法律地位、人力

資源等方面，都能開展的更順利。創辦人的海歸背景，成為 AG 機構經營成功的

關鍵：AG 結合各方資源、以西方的經營模式，成功將基督信仰融入病友學校的

課程中，充分展現傳教事業的創新與彈性，也顯現出 AG 創辦人所背負的海歸基

督徒跨界使命，並將「愛」傳承下去。亞比該認為，基督信仰就是讓人認識到耶

穌基督的愛，因此病友若能感受到他們的愛，那就是成功的福音傳播6。 

二、跨國、跨界的「教會發展」 

    近年來，上海也出現了以協助中國「教會發展」為宗旨的海外機構，透過聯

絡網內可靠的教會領袖或核心同工間的連結，定期進行聚集並以讀書會、研討會

方式，討論中國教會發展的各種可行性。在此所稱的「跨國」，指的是在不同國

家間的各項資源交流，而「跨界」則是在中國國內家庭教會間的交流，該機構以

「教會發展」為目標，在跨國的資源連結與跨界的宗教人脈連結上，有所貢獻。

筆者接觸到一位參與該培訓課程中的教會核心同工，並得以與其進行訪問，由於

此部分極為敏感，因此筆者以「保羅」來稱呼該同工，而受訪者慣用詞彙、語氣

等，都已經過處理，以保護當事人的安全。以下節錄筆者與保羅的訪談內容： 

                                                      
6
 在中國受限的宗教環境中，此類隱晦的傳教方式頗受新興教會的支持，此慈善事業亦接受教會

及企業的捐款。據筆者所知，亞比該的教會在經濟上頗支持該慈善事工，唯當亞比該在教會中招

募志工時，牽涉到雙方的人力資源爭奪問題，造成亞比該與教會高層有些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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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這幾年我接觸到一個海外機構，是專門搞教會發展的，自然就會集合一些

教會領袖來討論如何更好的發展教會，也有一些學習，很多其他教會的事

情也是在那裡聽到的。 

問：這個搞教會發展的機構只在上海設點嗎？還是各大城市都有據點？ 

保羅：我們在上海當然就以這裡為重點來討論教會的發展，他們的思想滿有意思

的，想要像連鎖咖啡店那樣，讓人走路二十分鐘以後就會看到一間教會，

就是說至少要做這樣的分布情況，讓大家容易接觸到教會，最好一個小區

一個，或是一棟樓一個。 

問：這樣會不會有安全問題？ 

保羅：這樣的策略是滿麻煩的，特別在小區裡傳福音，大家講來講去，安全上就

比較麻煩啦。他們也只是提供一個方式給我們思想，有好處也有壞處啦。 

問：這個機構的人對於中國的宗教環境了解嗎？ 

保羅：他們也才來不久，主要是探尋中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

但是各個國家都不同啦，像前幾年印度就做得很好，所以各國教會發展的

書也是我們討論的內容之一。 

問：除此之外，這個機構有沒有提供實際的協助？例如：派牧者到牧者短缺的教

會裡去呢？ 

保羅：其實這個機構沒有很大，他們主要是給我們概念，幫我們大家想辦法，他

們其實也很困難的，因為沒有辦法真正了解中國。如果他們派給我們牧者，

這樣空降兵的角色來領導我們教會會很困難，因為我們比較有規模了嘛。 

問：當初大家如何被聚集起來的呢？ 

保羅：都是大家相互介紹、口耳相傳的，因為不能宣揚嘛。我的話是因為一個認

識的海外弟兄，他認識在中國負責的這個人，所以介紹我過去交流一下。 



105 
 

問：搞教會發展的應該是特別敏感的吧？ 

保羅：對，是比較小心，特別是搞培訓的時候，會比較小心一點。 

問：請問培訓的內容大概是針對哪個方向呢？ 

保羅：他們會來介紹一些教會發展的相關書籍，讓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看看中

國可以用哪些方式來做，像是印度的方式，在我們這裡就不行了，也會看

一些碟子，看看人家教會是怎麼發展的。就是大家一起探索怎麼樣可以更

快的發展教會。 

問：這樣聽起來上海的家庭教會之間有滿多的合作或聯繫？ 

保羅：有，但都只是朋友間的聯繫，這也是我們覺得欠缺的部分。首先，敏感性

跟安全性是最大的問題，再者，有些教會領袖也不喜歡跟別人一起，但最

大的顧慮還是敏感性啦，有密探什麼的，讓很多人不願意聚在一起，因為

你不認識旁邊的人啊，所以跟外面的接觸就會很低調。你知道中國有很多

邪教、異端，然後中國教會發展很快，但是做培訓的很少，這樣很容易就

讓邪教、異端趁機做些事情，這是中國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教會之間也

很難聯繫，也是因為這個問題。 

問：如果以貴教會的海外人脈請培訓的老師來中國，培訓老師會不會希望再透過

人脈多接觸幾間教會，而不只在你們這邊做培訓呢？ 

保羅：這個滿困難的，因為太敏感了。前段時間海外有個我們熟悉的老師，發了

一個講座的訊息給幾個教會，以前我們請他都沒有問題，但這次另一個機

構搞的，可能有些教會不太注意，把消息放到微博上面，可能也是那個機

構發訊息給太多教會了，結果到前幾天就臨時取消活動，就說公安已經盯

上了。我們當然希望充分運用講員的資源，但真的沒辦法搞太大。 

身為教會核心同工的保羅與其他家庭教會領袖，在參與培訓前完全不認識，

經由「教會發展」的培訓活動之號召，為各教會領袖開啟了定期會面的機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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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領袖間關係的建立與情感上的交流。保羅在訪談中也提及他對於其他教會狀

況的了解，都始於此培訓活動，一來顯示家庭教會長久處於獨自發展的半封閉狀

態，不輕易與其他教會往來，二來指出海外機構得以其跨國的吸引力，召聚並突

破國內教會間的藩籬。從訪談內容來看，培訓活動以該機構信任的教會領袖與推

薦的教會核心同工為主，以免引入政府人士或邪教異端，造成相關人士的安全問

題。而保羅也提到，參與的教會人士幾乎皆為海歸，僅有一名非海歸人士，保羅

當初也是透過海外的人脈介紹，才認識該機構的中國負責人，因而加入培訓活動

中。由此看來，此以教會發展為目標的培訓活動，實為一場由海外發起、以海歸

為主角、以中國教會發展為目標的跨國、跨界培訓研討會。 

基於對教會發展的渴望，教會領袖們開始踏出自己的勢力範圍，與其他教會

合作、思考上海地區教會發展的各項可行性策略。保羅提到，該機構以讀書會的

方式，向領袖們介紹他國教會發展的成功經驗，例如：起源自印度宣教場域、後

回流至北美教會的教會增長運動7，因教會增長模式與策略並非本文重點，因此

不多贅述。該機構的目標是希望幫助中國的家庭教會像「連鎖咖啡店」般，遍及

各小區與大樓，藉由促進家庭教會聚會點的密集度與能見度，提高人們接觸基督

信仰的機會。如此一來，不僅可解決會眾無法「就近聚會」的問題，還可以運用

自身鄰舍的人脈，將鄰居、家人都帶入教會，促進聚會點持續快速的發展。但從

訪談中得知，該機構對於中國的政治宗教環境不甚熟悉，因此無法搭配中國的實

際情況以提供發展策略，因為在中國，無論是商業大樓或住宅小區，均設有隨時

向政府通報的監控人員，因此，以鄰舍、家人為目標的聚會點發展模式，容易在

口耳相傳中遭到舉發而宣告失敗。再者，一提到「連鎖」的經營概念，就會涉及

進一步「主導權」的問題，哪個教會是「母公司」的主導角色？而願意加入聯盟

的教會，角色為「直營店」抑或「加盟店」8呢？教會間的權力分配成為大問題。

在教會發展的議題中，不只是教會各自的獨立運作，教會間的合作也成為趨勢，

若能共享各教會的海內外資源，定能培養出大量的人力資源、促進教會快速發展。

但當涉及實際的合作內容時，卻因教會規模、運作模式、會友階層，以及教會領

                                                      
7
 有關教會增長運動，可參考曾錫華（2008）。從歷史發展看教會增長運動。《教會》，11。網址：

https://www.churchchina.org/no080508  
8
 連鎖店的經營概念，一為母公司擁有的「直營店」，二為個人或公司取得母公司經營權，並在

加盟連鎖合約下經營的「加盟店」。參考自＜維基百科＞，2013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A3%E9%8E%96%E5%BA%97  

https://www.churchchina.org/no08050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A3%E9%8E%96%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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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的人身安全等因素，而產生合作的困難。 

目前雖尚未看出該機構的影響力，但培訓課程卻意外地串連起家庭教會的領

袖們，這樣的串聯勢必引起官方的關注或打壓。事實上，在這場培訓活動的參與

成員中，有幾個曾經遭受政府關切、甚至打壓的教會領袖。其中一個牧者曾被政

府以優渥的待遇欲拉攏至三自教會任職，卻在拒絕官方邀請後，在教會中遭人詆

毀、分化，最終會友與牧者之間的信任感盡失，造成該牧者最終黯然離開教會。

該牧者認為這是官方的臥底所為（Paul-01-02）。另一個牧者則是經歷過當局十幾

個人全副武裝進入教會，並帶走領袖與相關人士的狀況，在這之後，牧者仍持續

遭到官方關切，最後只好更改聚會地點以躲避官方的「騷擾」9（Paul-01-02）。

以上兩個牧者的例子，顯示該培訓活動的教會領袖成員，都是中國家庭教會界的

重要人物，也可能都是政府眼中的宗教界激進份子，因此，當培訓人員以「連鎖

咖啡店」的概念套用在中國的教會發展策略時，保羅認為這並不適用於他們的狀

況，因為教會間的連結也可能對各教會領袖造成人身安全的威脅，甚至波及原先

與當局相安無事的教會，或是改變現階段漸趨開放的宗教環境，因此，教會領袖

們在「聯合」與「防範」的拿捏上，都相當地謹慎小心，也低調處理其與海外機

構的連結，避免被政府放大為與海外連結的反抗勢力，而使得個人與教會遭受無

妄之災。  

礙於政治環境與教會安全因素，保羅並未與筆者分享教會領袖們在培訓過程

中，是否已討論出一套適用於上海教會的發展策略，甚或教會間的合作策略。但

是我們可以從保羅的分享中，看到上海海歸基督徒群體因其獨特的跨國背景、跨

國人脈、開放式的思考模式，以及其高學歷與高學習力，所產生的強大教會發展

推動的潛力，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海歸基督徒群體所特有的跨界使命，讓

中國家庭教會得以透過海歸這個橋樑，與海外的資源進行連結，激發中國基督教

發展的活力與創意。  

三、小型教會聯盟的產生 

上述提及的海外機構，僅提供策略與建議，不直接參與教會發展的實踐行動，

                                                      
9
 保羅在提及友人與當局之間的衝突時，以「騷擾」一詞來形容當局對該牧者持續不斷的關切，

表達出教會不願接受官方管控的心態，並以「轉換聚會地點」來逃避官方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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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間雖產生連結，卻尚未出現合作的計畫，但筆者在詢問受訪者聚會狀況時發

現，受訪者 F 所參與的教會，即為聯合中區、北區、西區、南區四個聚會點而成

的「教會聯盟」，而這樣的形式，正巧是由海外人士所主導而成的結果。筆者實

際參與中區的聚會點活動後發現，聚會點有一半左右的會友都有海歸背景，包括

來自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的留學生，經由轉介方式進入該聚會點，亦有許多

非海歸會友、慕道友，顯示該聚會點具有廣闊的海外人脈引進新海歸，也有當地

的人脈帶入非海歸。在規模方面，中區聚會點的主日崇拜約有 50-60 人出席，估

計整個「教會聯盟」約有兩百人左右，而週間亦提供禱告會、團契等活動，但中

區聚會點並沒有出現牧師、長老、執事等職份的分工，只有帶職的會友輪流負責

敬拜唱詩、帶領查經等事務。 

中區聚會點沒有牧者的狀態，也促成他們接觸到這名促成「教會聯盟」的關

鍵人物---海外來的「老師」。這位「老師」一開始是以教師的角色出現在中區聚

會點中，教導他們稱為「生命查經法」的查經方式，這個方法後來也被運用在主

日崇拜中。在建立威望與緊密關係之後，「老師」在某個時機點後，開始聯合他

所熟悉的四個聚會點，主導將其合併為一個「教會聯盟」，在運作方式上，這四

個聚會點獨立運作，但在聚會、小組、教會活動等資源上共享、一起舉辦同工會、

退休會，也一起決定公共性事務。 

我們教會是分別獨立產生的四個聚會點，為什麼會連在一起呢？這聯合的工

作跟一個海外來的牧師有關係，我們叫他老師，他就是最初來教我們生命查

經法的人。（F-01-0809） 

我們有四個聚會點，分別在不同區，每個聚會點都是一個小組，然後變成一

個教會。每個小組裡面都有自己的決策小組，所以在小組內部事務上，我們

是獨立的，但是有趨同的趨勢，然後每年有兩次退休會，也有大組同工會，

就是各小組裡面做決定的這些人聚在一起，一起決定一些公共事務。（F-01-07） 

值得一提的是，這四個聚會點的聯合契機，也是透過海外人士的牽線而成，

但聚會點尚未發展成熟也是促成聯盟的重要因素，因其運作模式只靠著幾個核心

帶職會友，而缺乏專職的行政人員或神職人員，在需要牧者及外界資源支援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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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核心會友相對較容易以開放的心態來面對聯盟一事。至於各聚會點持續其

中小型的聚會規模，並且分別藏身在住宅大樓、商業大樓中，保障了各聚會點的

安全，也提供會友與慕道友更多聚會區域的選擇。 

中國當地教會的「教會聯盟」雖非由海歸直接促成，但與海外「老師」連結

的契機想必始於海歸群體，此又是一個經由海外的管道而促成國內教會關係建立

的例子。獨立經營卻又合作共存的「教會聯盟」，在各方資源的支持下默默形成，

雖目前只是小規模的聯合，但待其合作的模式發展成熟之後，想必可以為其他中

大型規模的教會帶來實際的運作策略。可以肯定的是，教會間的合作或聯盟已逐

漸成為一個趨勢，而海外背景人士（包括海歸）也在這場跨界、跨國的聯盟合作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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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綜合以上海歸基督徒回國後所遭遇到的衝擊，顯示中國的宗教環境與西方基

督教國家相比，各方面的限制相對較多。在上海當局的宗教管制之下，三自教會

與家庭教會的聚會開放程度與其各自所提供之宗教服務通常有所差異，受訪者普

遍認為家庭教會（尤其是新興教會）的聚會形式（例如：團契生活）與西方教會

較為類似，因此，雖然中國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相較於官方教會而言不算合法，

但當海歸進行主觀的宗教聚會選擇或調配時，卻常常將家庭教會納入聚會選擇的

首要考量。這些選擇進入家庭教會的海歸，除了必須進一步學習適應當地家庭教

會在特殊政治環境中所演變而成的聚會方式與隱晦的訊息傳遞技巧之外，接觸過

西方基督教會的海歸通常又得面對自身接受多元文化影響後所帶來的中西比較

心態（例如：中國家庭教會的軟硬體設施相對不足），這樣的比較心態不僅可能

阻礙海歸在家庭教會中建立認同，亦可能影響其聚會的穩定性，甚至因此造成其

在海外建立的基督徒身分認同在回國後不久即開始崩落，以致於消失，而回國後

即喪失其身分認同者，在上海地區比比皆是，顯示中國宗教環境對於海歸基督徒

身分認同的存留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中國家庭教會面對此一基督徒身分認同強度不一、數量卻年年成長的海歸基

督徒群體，則憂喜參半，憂的是教會中海歸流失率偏高、願全職事奉者少，當面

對到宗教環境挑戰遠大於教會本身所能提供的實質幫助時，部份海歸的身分認同

開始動搖，許多海歸選擇不去教會，就更別提海歸全職在教會中服事的意願了。

目前上海地區的過渡式海歸事工即在協助海歸，將其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對象逐漸

由「教會」轉為「信仰的本質」（由「認同教會」轉為「信仰基督教」），如此一

來，海歸群體即使面對著具變動性的政治宗教環境甚或簡陋的聚會場所，都不易

動搖或減弱其基督徒身分認同。至於喜的部分，為身分認同強度足夠的海歸個體，

以其專業能力與雙重認同為教會發展所注入的潛在人力資源與海內外資源連結，

有助於家庭教會的整體發展，如同本文第五章第三節提及的「跨國跨界教會發展

讀書會」與「小型教會聯盟」，皆透過海歸或海外人士的人脈網絡而成，並以促

進中國家庭教會更好的發展為目標進行聚會，或有的海歸選擇以「慈善福音事業」

（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的形式，加入企業經營的理念，透過合法、慈善的途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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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不同於教會形式的創新宗教事業，在中國的法律之上、不完全自由的宗教環

境之下，開闢出基督福音的新道路。 

  前面幾章提及海歸群體回國後，不僅經歷在生活、家庭與工作上的再適應過

程，其基督徒身分認同亦表現在對於中國家庭教會聚會文化上的適應狀況上，特

別是家庭教會的日常聚會仍處於當局不定時的警告或取締的威脅下，也增加了海

歸進入家庭教會聚會的潛在風險，再者，中國基督徒長期遭到社會邊緣化，因此

海歸基督徒回到中國後的基督徒身分將異於在海外時所具有的身份優勢。綜合以

上所述，海歸基督徒在中國聚會的風險成本提高、教會所能提供的資源相對減少

的情況下，Carolyn Chen（2008）對於華人基督徒身分認同建立於實用主義的選

擇之推論無法成立。若以 Carolyn Chen 的推論來看海歸群體在海外時期所建立的

身份認同方式，則海歸基督徒回到中國後應重新做出實用主義的選擇而放棄其基

督徒身分。根據從事海歸事工的以斯拉統計的 70%流失率來看，大部分在海外接

受基督信仰的留學生回到中國後，的確因為相對受限的宗教環境、工作壓力等因

素，最終選擇了放棄基督徒身分，但 Carolyn Chen 的研究卻無法解釋為何上海地

區仍有比例不高、卻為數不少的海歸基督徒選擇持守其基督徒身分認同，並且大

部分選擇在地點隱匿、軟硬體設備不足、流動性高又相對不合法的家庭教會中進

行聚會。海歸群體對於聚會的需求也可從近年來上海地區具海外背景的新興家庭

教會數量呈現增長，以及第四章提及的「三增多」現象看出端倪，顯示上海海歸

對於其基督徒身份認同存留的需求有增大的趨勢，這樣的現象無疑是破除了「基

督徒認同建立於實用主義選擇」的推論。 

  除了身分認同之外，海歸的信仰流向也是本文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本文受

訪者多為家庭教會的固定成員，而受訪者 E、F、N、P、T、U、V、W、Z 過去皆

有三自教會的聚會經驗（其他受訪者多經由推薦直接進入家庭教會聚會），顯示

經由個體的主觀選擇之後，不少比例的海歸選擇進入家庭教會而非官方三自教會。

本文 25 位受訪者中，僅有一位提及其對於家庭教會聚會合法性（非官方批准）

的顧慮，其餘則明確表示自己偏好家庭教會的聚會方式且不擔心所謂的聚會「合

法性」問題，甚至受訪者 B、I、J、T、U、V 自己本身就是家庭教會的核心同工

或負責人。筆者認為，上海地區的海歸群體在進行宗教選擇時，較不受「合法性」

問題影響其選擇結果。這與 Fenggang Yang（2006）宗教三色市場理論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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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方批准的合法性為劃分基準，並且假設「紅市教會」（官方批准的教會）為

信徒最終所嚮往的依歸的立論基礎有所不同，以本文受訪者的宗教選擇經驗來看，

其中僅有一位受訪者 E 顧慮家庭教會的「不合法性」，但在數年找尋合適聚會點

的過程中，E 逐漸「克服」所謂的「不合法性聚會」並開始傾向在家庭教會中聚

會，顯示聚會地點的「合法性」與個體的需求相比，並非海歸基督徒選擇聚會場

所的主要考量因素（詳見第四章第二節），亦認為宗教三色市場理論中以「合法

性」所劃分的紅市、灰市及黑市的聚會選擇流向，在上海地區的海歸基督徒群體

之中並不成立，相對地，受訪者提及其聚會選擇時，大多以「三自教會沒有團契

生活」等因素為由，最終選擇在家庭教會中聚會，顯示海歸基督徒相對於「合法

性」而言，更傾向於以教會「所能提供的宗教服務」為首要的選擇考量。 

    海歸群體的增長速度相當驚人，這也暗示了海歸基督徒群體的數量可能亦逐

年增多。根據中國教育部統計，中國在 2003 年時僅有約兩萬人回國，到 2009

年已有約十一萬人回國，但至 2012 年時，留學人員回國人數已達到約二十七萬

人（見表二），可見海歸群體每年以極高的比率增加，而且擴張的速度仍逐年成

長中，足見海歸潮聲勢之浩大及其影響力，而海歸潮之中為數不少的海歸基督徒，

不僅得以填補外國傳教士撤退後，海外各教會在中國宗教事業發展的空窗期，也

得以成為西方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新一代載體。不僅如此，海外信主的一群更承接

著中西基督教文化整合的橋樑角色，以其跨國整合潛力為下一階段的中國教會發

展史寫下別具特色的一頁，但是海歸基督徒群體加入中國基督教發展推手的關鍵，

即為其身分認同的延續，以下分為三點來做總結。 

一、海歸基督徒成為將西方基督教攜入中國的新媒介 

  海歸基督徒群體為中國基督教帶來發展的活力，將海外許多成功經營的基督

教傳播模式帶入中國，例如：新興教會的建立、將海外的教會發展模式帶入中國、

以慈善事業方式進行隱性的基督教傳播等，皆來自於海歸群體應用其海外經驗與

專業知識背景，所打造出符合中國宗教環境的創新經營模式。海歸不僅能將海外

的資源和經營方式引入中國，還擁有許多過去外國傳教士所不具有的優勢：（一）

海歸以其華人面孔融入中國基督教群體之中，海外背景不易從外表辨識，進而降

低當局對外籍人士的戒心。（二）海歸多具有流利的雙語能力，便於進行二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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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溝通，而海歸的中國文化背景也幫助海外教會在中國的宣教事業更加順利。

（三）海歸以其當地人優勢，整合中外跨國人脈資源，又運用其專業知識能力判

斷中國情勢，並進行國內的跨界異領域資源整合（例如：慈善的福音事業在法律

界、教會界與企業界間跨界合作），以達到宗教事業的擴張。（四）海歸多屬社會

中上階層、受到尊敬，在人治的中國社會裡可為其宗教事業爭取到某種程度的潛

在發展空間（例如：高級住宅區內的保全較少盤查訪客、聚會規模較彈性）。 

  相較於海歸基督徒與生俱來的傳教優勢，過去的西方傳教士必須努力學習中

國的文化及語言，以適應中國與海外截然不同的環境，例如：馬禮遜嘗試「改穿

華服，蓄髮垂辮，飲食習尚俱隨華俗」，希望藉由華人同化的行為，來學習中國

人的符號，以協助其傳教事業（簡又文，1960，頁 4；林治平，1990a，1993），

而海歸基督徒則因其生為中國人、母語為「普通話」（台灣稱為「中文」或「華

語」），不僅省去學習外國語言的麻煩，也大大降低文化、環境上的調適困難。又

過去許多西方傳教士藉由海外教會的大量經濟支援，以醫療、印刷、教育、社會

林治平，1990b；查時傑，1994b），但對於海歸基督徒來說，則可直接運用其高

學歷、跨國背景、高社會地位等，自給自足地供應其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不需倚

靠海外的大規模經濟支援，也可以維持其在中國的宗教事業。以上海歸基督徒的

各項優勢，不僅取代了過去的外國傳教士，得以將基督信仰帶入中國，進行「福

音移民」（周傳初1，2010），將西方基督教移植入中國，並在當地持續發展、茁

壯。周傳初認為，海歸潮雖然為海外教會帶來更大的挑戰與負擔2，卻也為西方

的基督信仰在中國的傳播，帶來空前的機會（周傳初，2010），彭召羊也說：「中

國學人因著留學深造而『出中國』，如果能帶著福音『入中國』，其影響力不可低

估。」（彭召羊，2012）。 

   基督信仰不僅隨著海歸基督徒的歸來而進行「福音移民」，又因為海歸基督徒

群體組成的多元性而使得帶回來的「福音」，得以遍布在各種教會組織當中。海

歸基督徒集「歸僑」、「海外華人」、「宗教」、「政治」等議題於一身，海歸成員或

                                                      
1
 周傳初，美國紐澤西若歌華人教會長老，曾在《舉目》、《基督教論壇報》等基督教媒體上發表

文章，本文使用的為其以若歌教會的經驗來看海歸事工運作的＜教會如何參與海歸事工---從若歌

教會的經驗展望海歸事工＞（http://www.oc.org/web/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903） 
2
 大量中國留學生為海外教會帶來傳教資源上的消耗，但其準海歸性質卻使得留學生難成為海外

教會長期運用的人力資源，成為海外教會國際學生事工上的挑戰與負擔。 

http://www.oc.org/web/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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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籍的「歸僑」，或為外國籍的「海外華人」，而其身分的不同也造成海歸基

督徒群體在當局政治力營造的宗教氣氛下，被打散進入不同的官方認定活動領域。

舉例來說，當局認為擁外國籍者即外國人、擁中國籍者則為中國人，國際教堂僅

供外籍人士進入，也就是說，只有擁外籍身分的海歸得以入內聚會。但對於部分

家庭教會而言，為遵守當局的宗教法令規定而不願接受外籍人士參與聚會3，也

就是說，此類教會反而僅提供中國籍的海歸進入聚會，再加上僅限外國籍人士參

加的家庭教會，以及不限國籍的聚會等等，海歸群體自然而然地被分散到各種教

會的組織之中。中國當局的原意是管制，卻反而使得海歸基督徒廣布在中國官方

教會或家庭教會群體之中，再加上該群體在跨國、跨界資源上的整合運用能力，

輔以其華人特質，輕易超越了昔日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始終難以跨越的文化鴻溝，

並造就該群體在中國場域之下的多元化基督信仰表現。海歸基督徒不僅成為新一

代中西基督教交流的橋樑，也為中國的基督教傳播策略帶來了創意與活力，帶來

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中福音新道路開創的可能性。 

二、海外信主的海歸基督徒群體為具跨國整合潛力的一群 

    海外信主的海歸基督徒之所以成為具跨國整合潛力的一群4，關鍵在於其基

督徒身分認同建立於海外，因而在教會運作方式、傳教策略、聖經解經等，深受

海外教會的啟蒙及訓練，並且對海外的教會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相對於國內信主

者，海外信主者可巧妙運用其多重教會認同與中外的宗教人脈，打通雙邊的交流

管道，達到雙方欲促進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共同目標，此類的教會交流乃建立在雙

方平等合作的基礎上，既符合中國當局在宗教對外交往中，對「平等友好交往原

則」（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2012，頁 96）的期待，既不受外國宗教勢力

支配又可帶入更多的宗教資源，促進中國基督教在各方面的健全發展。但是，若

海歸以宣教士的角色回到中國，並在海外教會包括經濟層面的各類援助基礎上，

進行中國宗教事業的拓展，則牴觸了中國＜宗教事務條例＞第一章第四條（註 2）

與《憲法》第三十六條「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宗教事務

                                                      
3
 根據中國＜宗教事務條例＞第一章第四條：「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

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

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

附加的宗教條件。」（帥峰、李建，2005，頁 186） 
4
 本文以滾雪球方式接觸 25 名海歸基督徒，其中 80%為海外信主者，12%為出國前已信主，8%

為歸國後才信主。顯示海外信主者在海歸基督徒群體當中，佔了相當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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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12，頁 95）的規定。巧合的是，筆者在田調期間所接觸到的幾位海外宣

教士，皆為祖籍非中國的外籍人士，接受海外教會的各項援助在中國進行傳教活

動，其政治、宗教立場極度敏感，除了決不對外透露其護照上的中文名字而以英

文代稱之外，亦擔心電話遭到當局監聽而不得不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換號碼，並且

隨時都有被遣返回國的可能，顯示中國當局現今仍對於外國宗教勢力滲透的可能

途徑採取高度警戒的態度5。面對官方對於海外宗教勢力滲透的防範，同樣具有

海外背景的海歸基督徒群體則有其低風險的經營方式，他們多選擇以自己的專業

職場能力來供應自己在中國的生活所需，搭配少數海外友人私底下的經濟支持，

並婉拒來自海外機構性質的經濟援助，巧妙地迴避了自身與海外教會在經濟上的

連結，也相對減弱自身宗教事業「在組織上、經濟上依賴或依附於外國宗教勢力」

（宗教事務局，2012，頁 96）的風險性。至於海歸在中國就業市場中所擔任的

高階主管角色，則成為其在中國宗教環境下的完美保護色。 

    至於筆者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過渡式海歸事工」，則是能系統化幫助海歸

適應中國環境，並且有效率地轉介海歸基督徒進入中國當地教會的新型事工，但

「過渡式海歸事工」的運作資金來自於海外，海歸學員亦來自依賴海外合作機構

的提供，雖說事工為海外機構在中國的延伸，這樣的延伸卻是廣義的，因為事工

本身並未接受特定海外機構的資助，也不效忠於任何海外組織，事工本身的組織

方式、活動內容都是獨立的，在中國當地為海外機構提供其準海歸的接收服務，

並進一步幫助海歸適應中國、進入當地教會，最終保存其基督徒身分認同，此乃

筆者在第五章中提到「海歸事工為海外機構之傳教事業在中國的延伸」之廣義的

定義。再者，海歸事工的參與者（包括同工與學員）多不具外國身分，培訓過程

中，除了教材來源與偶爾從學員口中說出的外語之外，幾乎嗅不到海外的氣息，

可迴避當局對於「外國人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6」的隱憂。又海歸事工創

辦的目的不在於發展教徒，每一批的學員最終都被導入當地教會，因此論規模來

說，海歸事工將不會發展成大規模的聚集，而根據筆者參加家庭教會的活動經驗

來判斷，只要聚會的規模不大，則多在當局能容忍的範圍之內7。海歸事工以中

                                                      
5
 中國國務院於 1994 年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第八條：「外國人

在中國境內進行宗教活動，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不得在中國境內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

教辦事機構、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或者開辦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委任宗教教

職人員和進行其他傳教活動。」（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2006，頁 274）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第八條，請參考註 2 

7
 根據經驗，基本上可依照聚會時間與聚會地點來推算各聚會人數的安全上限，若選擇周末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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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同工來發展中國籍海歸的福音事工，不僅運用中國籍海歸群體在宣教事業上

的身分優勢，同時又具有海外豐富的人脈資源優勢，實為相當聰明的發展策略8。

更有甚者，筆者認為海歸事工有潛力發展為合法的心理輔導機構，以合法登記的

基金會形式幫助中國逐年增加的龐大海歸群體，為其在就業、生活、子女教養，

甚至自適應問題所延伸出來的心理需求上，提供協助的管道。筆者相信，中國當

局將相當支持這樣的海歸事工，而海歸事工也會如同慈善福音事業的運作方式，

在官方認定的法律地位之上，用隱晦的方式持續其基督教福音事工。 

三、海歸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延續將成為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助力 

    筆者認為，若能有效延續海歸基督徒回國後的基督徒身分認同，則龐大的海

歸群體將至少為中國基督教帶來充沛的人力資源並補足國內家庭教會人力缺乏

的問題，並且帶入豐富的海外資源連結以促進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創意與活力。但

是，海歸群體的多元性卻需要國內教會的包容與接納，無論是年輕海歸或是家庭

式海歸，「他們（海歸）最大的困難是，回國後，找不到有歸屬感的教會、團契，

特別是找不到團契，讓他們非常痛苦。」（海外校園同工，2009，頁 99）而這樣

的「痛苦」往往表現在基督徒身分認同的流失上，若關心海歸的各界，能夠不只

關注到海歸群體在宣教上的潛力，更正視到海歸群體成員所存在的多元性，並且

能針對不同成員特性給予所需要的針對性關懷，將會幫助海歸更快地建立對於教

會的歸屬感、維持並強化其身分認同，將基督信仰對於海歸在中國的政治、宗教、

生活適應等，所產生的阻礙感受（例如：基督徒不行賄導致業績不佳），降到最

低。 

    在海外，許多中國留學生經由與海外教會的互動，在短期滯外求學期間，接

受洗禮並確立其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這類的留學生多為年輕、短期赴外、仍為中

國籍的單身學子，必須依賴海外教會來協助建立、鞏固其認同，他們多因經濟、

父母因素而選擇歸國。依本文的受訪者劃分來看，此群體在海外停留年數從 1

年至 9 年不等、回國前信主不超過五年，因涉入教會事務的程度不同，基督徒身

                                                                                                                                                        
公大樓裡聚會，由於是假日因此無人上班，因此規模可至百人，但若選擇週間傍晚在公寓大樓裡

聚會，則最多容納三十人。 
8
 筆者在田調過程中亦接觸到為了中國宣教事業而放棄外籍身分的牧者，為了讓宗教事業進行得

更順暢，並減低會眾聚會的風險性，牧者不惜去除自己的外籍身分來換得宣教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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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認同的強度不一。此類海歸回國後，在生活、就業上相對較不穩定（多為未婚，

經濟水平中等的一群），容易因環境壓力而造成其強烈的心理需求（例如：自信

心、渴望被肯定），但若這些需求未在教會內被滿足，則將直接衝擊到該個體基

督徒身分認同的強度，甚至影響到該群體的心理健康，進一步可能造成新的社會

問題。面對這一代年輕、需要被肯定、需要他人關懷的海歸族群，若相關的宗教

組織能正視中國城市中，這群年輕海歸在穩定社交與心理上的渴求，並運用其基

督教背景所帶來的海外回憶聯想，針對與年輕族群切身相關的議題（例如：婚姻、

交友、就業）進行探討，讓國內教會成為海歸適應中國環境的幫助者，以減緩海

歸回國後的各項衝擊，促進海歸個體的身心理健康。教會的社會服務性質，可有

效地減緩年輕海歸回國後的各項衝擊，亦延續了年輕海歸的基督徒身分認同，更

可進一步延伸為國內教會的新生代人力資源，促進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另有一批長期居留海外、取得外國身分的家庭式海歸基督徒，根據本文受訪

者的背景劃分，他們多為改革開放前期赴外的留學生，在海外停留十五年到二十

年不等，多已取得海外身分。這類海歸多不是被迫回國，乃是受到中國的事業發

展潛力、個人的宣教願望等而被吸引回國，多為高階主管或企業老闆，在經濟上

相對較為富裕。此類海歸回國前的信主年資較久，基督徒身分認同強度也較大，

因此不容易放棄其身分認同，卻時常因其工作繁忙而對教會事務的參與心有餘而

力不足，為大部分高階海歸的寫照。他們僅藉由團契調劑生活，無法協助分攤教

會事務，亦無法補足教會在人力上的缺乏。這一群高社會地位、低參與教會的高

階海歸，通常已婚並因其長期居住海外而受到西方文化較深的影響，忙於工作卻

仍注重家庭生活，因此雖此類海歸群體對於教會事務維持不冷不熱的態度，卻通

常高度參與各項親子活動，估計若此類海歸所參與的教會具有健全的兒童主日學

部門，則可藉由各項親子活動來鞏固家長與孩童的基督徒身分認同，與對於教會

歸屬感的建立，最終，教會才得以藉由這一群握有絕對豐富資源（包括經濟能力、

人脈資源等）的會友，來補足其教會在各項資源上的缺乏。 

    這批曾長時間居留海外的海歸群體之中，亦有許多身分認同強度與穩定度高

的高階海歸，不僅願意挪出部分時間來協助教會事務的發展，甚至自創團契、自

創教會，而部分海歸當初回國的原因就是宣教志業的驅使。此類海歸在經濟上相

當富裕，多為高階主管或為成功的企業家，在海外信主多年，有一定的教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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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訓練與神學基礎，手上掌握著「經濟自主」與「宗教素養」的兩大條件，搭配

海外背景的各項資源調度，成為中國教會宗教事業中最強而有力的推手，也成為

中國當地教會中的中堅分子。至於自創教會者，則大多建立與自身相關的專業人

士教會，但筆者也認識高階海歸針對其他階層所創辦的教會（如：海歸創辦民工

教會）。前者常發展出半封閉式的海歸教會，僅接納相同背景的新成員、對非海

歸產生排斥的效果，發展上缺乏活力與外展的宣教熱情；後者則以跨階層、跨族

群為宣教目標，發揮海歸在經濟上的優勢，以及海外的宗教神學素養，搭配其餘

相關的專業知識，促成中國各階層間的互助合作（特別是海歸群體對於其他弱勢

群體的幫助），展現出海歸基督徒的跨階層宣教潛力。若海歸群體能在宗教事業

中發揮其過人的企業經營能力，並以其手中的海內外資源幫助中國的弱勢族群，

則海歸群體的宗教事業不僅能增進他人福祉，又能促進中國各階層間的和平共處，

成為中國人真正的「福音」。 

忘記背後、努力向前 

    當我們談論到海歸的議題時，不只是海內外教會應正視海歸群體對於中國基

督教發展可能存在的潛力，以及該群體回國後與眾教會互動中所產生的諸多問題，

海歸群體本身也應該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正如同其身分認同基礎的《聖經》裡

說道：「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9」，許多海歸群體回國後仍

緬懷海外時光，無法滿足於中國現況（尤其是中國的宗教現況），相對地也因其

態度之隔離，使其難以融入中國基督教環境中，造成海歸永遠處於不滿足的狀態

中。曾在海外 15 年、目前已回國 6 年的 J 認為，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基督信

仰都是一樣的，海歸如果將自己的身分認同侷限在過去海外的美好記憶中，則歸

來後很難與中國當地的基督教、基督徒產生連結，在自己回國後的各項挑戰適應

上，無疑是雪上加霜。曾在海外 8 年、如今回國 4 年的 U，不覺得自己完全適應

中國的環境，卻已接受中國受限的宗教環境，努力在中國當一個中國的基督徒，

盡心盡力參與國內教會的各項事務。筆者認為 U 說得很好，當海歸的文化背景

不再單一時，將使得海歸越來越不容易在新的地方建立起歸屬感與認同，U 說，

即使現在再讓他回到海外生活，也可能有不適應的地方。海歸群體唯一能做的，

                                                      
9
 取自和合本《新約聖經》腓力比書 3 章 13-14 節：「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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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再眷戀過往美好的回憶，而是珍惜身處中國的每一刻，「忘記背後、努力

向前」，海歸才能真正地適應中國、回到中國。 

我覺得無論到哪個教會，相信的都是同一個神，如果一直念舊的話，很難在

這裡跟當地的弟兄姊妹連結。（J-02-05） 

我覺得每一個文化、每一個社會都有不同的問題。當你在不同國家待過，然

後接觸過不同的文化之後，就發現沒有一個地方是你能夠完全接受的、再沒

有一個單一的文化讓你覺得特別有歸屬感、特別舒服，因為你本身已經不單

一了，所以我覺得即使我們重新回到國外，也可能有不適應的地方。（U-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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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知情同意书 

 

经研究者详细说明研究目的与性质后，本人愿意接受 王琳 为学位论文 

『上海海归基督徒的宗教适应1』所进行之访谈。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                 将叙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生命史、

身为基督徒在海内外的生活经历、对于国内外宗教状况进行比较与分享，以及在

个人基督徒身份对本身所赋予的意义上做分享。我愿意协助此项研究，并接受以

下访谈安排： 

 

（一）接受研究者一至三次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 1 至 2 小时，访谈將在三至

五星期内完成。 

（二）在认知访谈内容保密的前提下，我同意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全程录音，同

时了解我所叙述的内容将被转写为逐字稿，供日后研究分析使用，并逐字

稿可能在身分保密的前提下被引用在文章中。 

（三）访谈结束后，我将收到访谈内容逐字稿，以确保内容符合本人真实生活经

验、不损害本人利益。 

 

    我已经了解在此项研究中，任何可能辨识本人身分的信息，将以假名及代码 

的方式呈现，逐字稿也由研究者亲自誊写及保管，绝不假手他人。任何有关我的 

数据(包括访谈语音文件、文字叙述等)只供作学术研究用途，如果有其他形式的

使用，必须事先征得我的同意。此外，在受访过程中，我有权利随时终止访谈的

进行。 

 

    我了解我的参与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性 ，我所提供的资料也决定研究结果的 

有效度。在清楚访谈性质与安排后，我同意接受访谈。 

 

研究参与者：                 （签名） 

研  究  者：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请翻至背页填写与谈人资本数据表） 

                                                      
1
 此為本研究舊題，考量到題目與筆者欲論述內容之確切性，將題目更改為「當代上海地區海歸

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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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与谈人基本数据表(No:   ) 

姓名（中/英） (保密,不对外公布)     

        

性别 男 / 女 

电话  年龄  

目前职业  

 

婚姻状况 已婚 / 离婚 / 交往中/ 单身 

目前身份 

（可复选） 

囗中国公民 

囗外国公民：____(国) 

囗外国永久居民：____(国) 

囗其他： 

伴侣国籍 

（可复选） 

囗中国公民 

囗外国公民：____(国) 

囗外国永久居民：____(国) 

囗其他： 

居国外年数          (年) 儿女 无  / 有：       （几名） 

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 

归国年份 

 

于公元        年归国 受洗时间 

与地点 

公元      年      月 

于        (国) 

海外经历 

(如: 

1983-1990 于

美国求学) 

      年～     年 

于    (国)求学/就业          

最高学历 囗大学毕业 

囗硕士毕业/肄业 

囗博士毕业/肄业 

囗其他： 

在海外教会 

的角色 

囗牧师     

囗教师(教导) 

囗平信徒   

囗其他： 

在国内教会

的角色 

囗牧师     

囗教师(教导) 

囗平信徒   

囗其他： 

每月收入 

（RMB） 

囗 2000-3000   囗 3000-4000   囗 4000-5000   囗 5000-6000 

囗 6000-7000   囗 7000-8000   囗 8000-9000   囗 10,000-12,000  

囗 12,000-15,000   囗 15,000 以上 

最适合联络 

时间 

 最不适合 

联络时间 

 

中国地址  

电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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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大綱 

第一階段： 

1. 填寫個人資料表。 

2. 請敘述信主的過程（求學時信主／就業後信主）。 

3. 在海外的基督徒生活形式為何?（只去主日／固定聚會／對信仰的態度…） 

4. 決定歸國時，已在海外待了多久？ 

5. 是否能分享一下歸國的原因？ 

6. 為什麼選擇待在上海？ 

7. 海外教會是否有為海歸特別做歸前的課程裝備？ 

 

第二階段： 

8. 簡單分享一般海歸回國後所遭遇到的問題。 

9. 海歸基督徒較一般海歸又更遭遇到那些不同的問題。 

10. 回來時如何找尋合適教會？（選擇海歸或非海歸教會的原因為何？） 

11. 回國後是否在宗教信仰上有 culture shock 的感覺？ 

12. 請簡單比較國外教會與中國教會的異同（語言／聚會地點／聚會時間／全職

牧者／帶職牧者／聚會方式／教導方式…）。 

13. 在中國擁有基督徒身分，對於工作、生活或與政府關係上有無影響?有好處或

壞處嗎？ 

14. 是否有受過政府在宗教上的管制？ 

15. 個人宗教信仰在此地是否有所限制？限制為何？ 

 

第三階段： 

16. 您覺得在國外當一個基督徒，與在國內當一個基督徒的生活，有什麼特別的

體會嗎？ 

17. 教會各項資源（牧者／講者／同工培訓…）的來源為何？（政府／當地／TW

／USA／其他） 

18. 請分享貴教會現況、發展或需求。 

19. 請問您覺得本身的信仰與中國當地基督教是否有異同之處？ 

20. 請問貴教會未來的發展(大使命)為何？ 

21. 您覺得未來的聚會方式會有所改變嗎?有無朝著「合法化」邁進的計畫？ 

您期待（或擔心）中國基督教未來的發展的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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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碼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 月收入2 

A 男 33 碩士 4 

B 男 49 博士 8 

C 男 23 大學 2 

D 女 37 碩士 9 

E 女 26 大學 4 

F 男 31 碩士 4 

G 女 35 碩士 9 

H 女 36 碩士 10 

I 男 32 博士 10 

J 女 39 大學 10 

K 男 37 博士 6 

L 女 25 大學 3 

M 男 47 碩士 10 

N 男 26 碩士 8 

O 女 35 碩士 10 

P 女 44 大學 0 

Q 女 48 大學肄業 6 

R 女 28 碩士 10 

S 女 35 碩士 4 

T 男 29 大學 10 

U 女 30 大學 10 

V 男 49 博士肄業 10 

W 男 47 博士 7 

X 女 33 碩士 10 

Z 男 27 碩士 8 

 

備註一：受訪者留學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香港，

其中以留學美國最多，英國其次。 

備註二：受訪者目前職業包括工程師、大學教師、企業負責人、外商公司高階主管、外商公司職

員、國營企業職員、文字工作者、黨務工作者。） 

 

 
                                                      
2
 (1)2,000-3,000；(2)3,000-4,000；(3)4,000-5,000；(4)5,000-6,000；(5)6,000-7,000；(6)7,000-8,000；

(7)8,000-9,000；(8)10,000-12,000；(9)12,000-15,000；(10)15,000 以上。（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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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受訪者國籍與信仰分布狀況 

編碼 國籍身分

（中/外） 

停留海外

（年） 

歸國居住

（年） 

信主資歷

（年） 

聚會狀況 受洗地點

（中/外） 

A 中國 4 1 6 平信徒 中國 

B 外國 21 6 6 核心同工
3 中國 

C 中國 3 1 3 平信徒 國外 

D 中國 2.5 8 9 敬拜團 國外 

E 中國 1 3 5 流浪4 國外 

F 中國 1 7 8 平信徒 國外 

G 中國 10 2 5 平信徒 國外 

H 中國 2 2 13 平信徒 中國 

I 中國 6 2 11 核心同工 國外 

J 外國 15 6 13 核心同工 國外 

K 中國 5 1 11 流浪 國外 

L 中國 4 2 5 小組長 國外 

M 外國 5 13 16 小組長 國外 

N 中國 3 1 4 敬拜團 國外 

O 中國 3 9 12 教會翻譯 國外 

P 外國 17 5 16 平信徒 國外 

Q 外國 18 1 17 流浪 國外 

R 中國 3.5 3 5 小組長 國外 

S 中國 1.5 5 11 小組長 中國 

T 中國 9 3 10 核心同工 國外 

U 外國 8 4 9 核心同工 國外 

V 外國 16 12 22 核心同工 國外 

W 中國 2 2 6 小組長 國外 

X 中國 2 8 4 敬拜團 中國 

Z 中國 3 1 4 平信徒 國外 

 

 

 

 

 

                                                      
3
 此處的「核心同工」包括牧者、傳道人，以及教會的行政人員。 

4
 「流浪」指的是該受訪者沒有到固定的教會進行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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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事務條例＞5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規範宗教

事務管理，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

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應當相互尊重、和睦相處。 

第三條 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

教公民的合法權益。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

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

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

益的活動。 

第四條 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

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

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

附加的宗教條件。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

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

責範圍內依法負責有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聽取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見，協調

宗教事務管理工作。 

 

                                                      
5
 ＜宗教事務條例＞於 2004 年 7 月 7 日中國國務院第 57 次常務會議通過，自 2005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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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團體  

第六條 宗教團體的成立、變更和註銷，應當依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

＞的規定辦理登記。宗教團體章程應當符合＜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

有關規定。宗教團體按照章程開展活動，受法律保護。 

第七條 宗教團體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出版

公開發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國家出版管理的規定辦理。涉及宗教內容的

出版物，應當符合＜出版管理條例＞的規定，並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破壞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和睦相處的； 

（二）破壞不同宗教之間和睦以及宗教內部和睦的； 

（三）歧視、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四）宣揚宗教極端主義的； 

（五）違背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 

第八條 設立宗教院校，應當由全國性宗教團體向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提出

申請，或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宗教團體向擬設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的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意見，對擬

同意的，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審批。 

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全國性宗教團體的申請或者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設立宗教院校的報告之日起 60 日內，作出

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 

第九條 設立宗教院校，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明確的培養目標、辦學章程和課程設置計劃； 

（二）有符合培養條件的生源； 

（三）有必要的辦學資金和穩定的經費來源； 

（四）有教學任務和辦學規模所必需的教學場所、設施設備； 

（五）有專職的院校負責人、合格的專職教師和內部管理組織； 

（六）佈局合理。 

第十條 全國性宗教團體可以根據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規定選派和接收宗教

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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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公民前往國外朝覲，由伊斯蘭教全國性宗教

團體負責組織。 

 

第三章 宗教活動場所 

第十二條 信教公民的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經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寺

院、宮觀、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動處所)內舉行，由宗教活

動場所或者宗教團體組織，由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

員主持，按照教義教規進行。 

第十三條 籌備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由宗教團體向擬設立的宗教活動場所所

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

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對擬同意的，報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宗

教事務部門審批。 

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

門的報告之日起 30 日內，對擬同意設立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的，

提出審核意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對設

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動處所的，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設區的市級人民政

府宗教事務部門擬同意設立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的報告之日起 30

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 

宗教團體在宗教活動場所的設立申請獲批準後，方可辦理該宗教活動場所

的籌建事項。 

第十四條 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設立宗旨不違背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的規定； 

（二）當地信教公民有經常進行集體宗教活動的需要； 

（三）有擬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員； 

（四）有必要的資金； 

（五）佈局合理，不妨礙周圍單位和居民的正常生産、生活。 

第十五條 宗教活動場所經批準籌備並建設完工後，應當向所在地的縣級人

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申請登記。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

請之日起 30 日內對該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組織、規章制度建設等情況進

行審核，對符合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 



137 

 

第十六條 宗教活動場所合並、分立、終止或者變更登記內容的，應當到原

登記管理機關辦理相應的變更登記手續。 

第十七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成立管理組織，實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動場所

管理組織的成員，經民主協商推選，並報該場所的登記管理機關備案。 

第十八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加強內部管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

規定，建立健全人員、財務、會計、治安、消防、文物保護、衛生防疫等

管理制度，接受當地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監督、檢查。 

第十九條 宗教事務部門應當對宗教活動場所遵守法律、法規、規章情況，

建立和執行場所管理制度情況，登記項目變更情況，以及宗教活動和涉外

活動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接受宗教事務部門的監督檢

查。 

第二十條 宗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宗教習慣接受公民的捐獻，但不得強迫或

者攤派。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不得接

受宗教性的捐獻。 

第二十一條 宗教活動場所內可以經銷宗教用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

經登記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以下稱寺觀教堂)按

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 

第二十二條 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舉行超過宗教活動場所容納規模的大型

宗教活動，或者在宗教活動場所外舉行大型宗教活動，應當由主辦的宗教

團體、寺觀教堂在擬舉行日的 30 日前，向大型宗教活動舉辦地的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15 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

的決定。 

大型宗教活動應當按照批準通知書載明的要求依宗教儀軌進行，不得違反

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的有關規定。主辦的宗教團體、寺觀教堂應當採取

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大型宗教活動舉辦地的鄉、鎮人民政府和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依據各自職責實施必要的管理，保證

大型宗教活動安全、有序進行。 

第二十三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防範本場所內發生重大事故或者發生違犯

宗教禁忌等傷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壞民族團結、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

發生前款所列事故或者事件時，宗教活動場所應當立即報告所在地的縣級

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 

第二十四條 宗教團體、寺觀教堂擬在宗教活動場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



138 

 

像，應當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宗教團體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

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意見，擬同意的，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

審批。 

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在宗教活動場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

像報告之日起 60 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 

教團體、寺觀教堂以外的組織以及個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二十五條 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宗教活動場所內改建或者新建建築物、設立

商業服務網點、舉辦陳列展覽、拍攝電影電視片，應當事先徵得該宗教活

動場所和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同意。 

第二十六條 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遊覽內容的風景名勝區，其所在地的縣

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協調、處理宗教活動場所與園林、文物、旅遊等

方面的利益關係，維護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權益。 

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遊覽內容的風景名勝區的規劃建設，應當與宗教活

動場所的風格、環境相協調。 

 

第四章 宗教教職人員 

第二十七條 宗教教職人員經宗教團體認定，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

部門備案，可以從事宗教教務活動。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在佛教團體

的指導下，依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辦理，報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宗

教事務部門或者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

全國性宗教團體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備案。 

第二十八條 宗教教職人員擔任或者離任宗教活動場所主要教職，經本宗教

的宗教團體同意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備案。 

第二十九條 宗教教職人員主持宗教活動、舉行宗教儀式、從事宗教典籍整

理、進行宗教文化研究等活動，受法律保護。 

 

第五章 宗教財産 

第三十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

房屋、構築物、設施，以及其他合法財産、收益，受法律保護。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哄搶、私分、損毀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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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沒收、處分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財産，不得損毀宗教團體、

宗教活動場所佔有、使用的文物。 

第三十一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應當依法

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産、土地管理部門申請登記，領取所有權、使

用權證書；産權變更的，應當及時辦理變更手續。 

土地管理部門在確定和變更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土地使用權時，應

當徵求本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 

第三十二條 宗教活動場所用於宗教活動的房屋、構築物及其附屬的宗教教

職人員生活用房不得轉讓、抵押或者作為實物投資。 

第三十三條 因城市規劃或者重點工程建設需要拆遷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

動場所的房屋、構築物的，拆遷人應當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協

商，並徵求有關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經各方協商同意拆遷的，拆遷人應

當對被拆遷的房屋、構築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按照被拆

遷房屋、構築物的市場評估價格予以補償。 

第三十四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可以依法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所獲收

益以及其他合法收入應當納入財務、會計管理，用於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

教活動場所宗旨相符的活動以及社會公益事業。 

第三十五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內外組

織和個人的捐贈，用於與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旨相符的活動。 

第三十六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執行國家的財務、會計、稅收管

理制度，按照國家有關稅收的規定享受稅收減免優惠。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

報告財務收支情況和接受、使用捐贈情況，並以適當方式向信教公民公

佈。 

第三十七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注銷或者終止的，應當進行財産清算，

清算後的剩餘財産應當用於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宗旨相符的

事業。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八條 國家工作人員在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

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

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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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幹擾宗教團體、宗教

活動場所正常的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改正；有違反治安管理

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侵犯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權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條 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

主權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財産等違法活動，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大型宗教活動過程中發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情況的，依

照有關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規進行現場處置和處罰；主辦的宗教

團體、寺觀教堂負有責任的，由登記管理機關撤銷其登記。 

擅自舉行大型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得的，

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其中，大型

宗教活動是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擅自舉辦的，登記管理機關還可以責

令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第四十一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宗教事務部門

責令改正；情節較重的，由登記管理機關責令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

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情節嚴重的，由登記管理機關撤銷該宗教團體、

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有非法財物的，予以沒收： 

（一）未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或者備案手續的； 

（二）宗教活動場所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未建立有關管理制度或者管

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的； 

（三）宗教活動場所內發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時報告，造成嚴重後果

的； 

（四）違反本條例第四條規定，違背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 

（五）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內外捐贈的； 

（六）拒不接受登記管理機關依法實施的監督管理的。 

第四十二條 涉及宗教內容的出版物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二款禁止內容的，對

相關責任單位及人員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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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的，宗教活動場所已被撤銷登記仍然進

行宗教活動的，或者擅自設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務部門予以取締，沒

收違法所得；有違法房屋、構築物的，由建設主管部門依法處理；有違反

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組織、舉行宗教活動，接受宗教性捐獻的，

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

的，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 

擅自組織信教公民到國外朝覲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

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 

第四十四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

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第四十五條 宗教教職人員在宗教教務活動中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

除依法追究有關的法律責任外，由宗教事務部門建議有關的宗教團體取消

其宗教教職人員身份。 

假冒宗教教職人員進行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

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

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六條 對宗教事務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

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七條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進行宗教

交往，按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八條 本條例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4 年 1 月 31 日國務院

發布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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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1994 年 1 月 31 日國務院令第 144 號發布） 

 

第一條  為了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維護社會公共利

益，根據憲法，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尊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外國人

在宗教方面同中國宗教界進行的友好往來和文化學術交流活動。  

第三條  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境內的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動場所參

加宗教活動。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上宗教團體的邀請，外國人可以在

中國宗教活動場所講經、講道。 

第四條 外國人可以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認可的場所舉行外國人

參加的宗教活動。  

第五條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可以邀請中國宗教教職人員為其舉行洗禮、婚禮、

葬禮和道場法會等宗教儀式。  

第六條 外國人進入中國國境，可以攜帶本人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

和其他宗教用品；攜帶超出本人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

宗教用品入境，按照中國海關的有關規定辦理。禁止攜帶有危害中國社會

公共利益內容的宗教印刷品和宗教音像制品入境。  

第七條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招收為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的留學人員或者到中國宗

教院校留學和講學，按照中國的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進行宗教活動，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不得在

中國境內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教辦事機構、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或者開辦

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進行其他傳

教活動。  

第九條 外國人違反本規定進行宗教活動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和

其他有關部門應當予以勸阻、制止；構成違反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行為或

者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進行處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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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外國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宗教活動適用本規定。  

第十一條 僑居國外的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臺灣居民在大陸，香港、澳門居

民在內地進行宗教活動，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十二條 本規定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負責解釋。 

第十三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o00封面
	o0sign 001
	o2謝辭
	o1摘要2目錄
	o3第一章  緒論
	o4第二章  文獻探討
	o5第三章  海外生活_建立基督徒身分認同
	o6第四章  歸回中國_海歸基督徒身分認同的調適
	o7第五章  海歸基督徒的需求與潛在影響力
	o8第六章  結論
	o9參考文獻
	o10-附錄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