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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方式與土地規則l

一一以 A 省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中的基督教為例

肖雲 3華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脆博士候選人

A 省是基督教在地方社會 (local socie可)中發展得比

較引人注目的一個地區。改革開放後，該省的基督教皈信

人數呈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基督教團體活動頻度較高。

近年來，地方行政管理在該地開展的土地專項整治行動

中，一些基督教堂被行政執法部門認定為「違章建築J (以

下簡稱「違章J) ，引發了一系列拆與不拆的紛爭，引起

了基督教團體內部的互相攻訐或抗爭行為。儘管後期的事

態逐漸出離於土地專項整治的範圍，但教堂「違章」始終

是官方與教會爭執的核心，在「依法治國 J 的政治語境下，

教堂「違章」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就社會學的基本立場而

吉，任何事物都是行動與結構互動的產物，因此，我們擬

對這一問題進行查考:教堂「違章」的事實是如何產生，

是甚麼樣的行動和結構性因素造成了種種「違章」的事實。

本文擬通過信仰方式和土地規則這兩個概念，結合在 Z 市

田野調查中所發現的案例以討論其中的問題。

1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泊頭大學「基督教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二。一四年十一月)宣

讀，感謝諸多師友的提點。學刊匿名審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見，為文章提供了新的思考方

向，在此致以誠摯謝意。基於社會學論文的寫作原則及對受訪人的承諾，文章對走訪縣

區、教堂進行匿名處理，以英文字母命名，隨機編碼。涉及需引用他人研究該省該市成

果的，亦以字母名 A 省、 Z 市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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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諒述、研究進路及研究問題

如果說 Z 市地方基督教 (local C出stianity) 和地方行

政是行動者的話， 2那麼國家宗教管理體制便是結構。但是

這些能動 (agency) 的行動者和結構在現實的互動中，通

常是互相包容的， 3也就是說宗教管理體制既對地方基督教

和地方行政其有制約作用，地方基督教和地方行政又用自

己的行動維持著、改變著宗教管理體制，從而形成了地方

的政教實踐。因此，當我們面對 Z 市基督教的「違章」現

象，我們必領明晰 Z 市地方行敢和基督教行動者在這體制

中圓鏡宗教場所建設，進行互動和政教關係再生產的可能性。

1. 研究串串姐

余教管理體制與地方政教關你

中國近代的宗教管理體制是中西腫遁的產物，既有現代

性的一面，亦有傳統政治「整體主義」的一面， 4宗教是各

樣政治秩序必須革命的對象。這就使宗教管理成為政治安排

的一部分，在「文革」期間國家甚至試圖用行政權力「消滅

宗教j 。一九人二年中共中央 19 號文件之後，宗教政策和

宗教管理開始了制度化、正常化進程。二00四年，國務院

頒佈了《宗教事務條例} ，在「宗教團體」、「宗教場所J 、

「教職人員 J 和「法律責任」等方面出台相應規定，以取代

一九九四年發怖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然而，作為

一部行政法規，其始終難以擺脫「政治」顧慮， 5亦延續了

2 這裡所說的「地方基督教」不是指倪拆聲推動建立的地方教會體系(loca1 church '也稱
為小群教會[Litt1e F1ock]) 。本文將之界定為地方社會中的基督教。參見黃劍波， {.地
方文化與信仰共同體的生成>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3) ，頁 62 。

3 安東尼﹒吉登斯著，李康諱， <:社會的構成> (北京﹒三聯書店， 1998) 。

4 史華慈著，程鋼課， <: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南京:江蘇人民， 2∞8) ，頁 553 。
5 有學者曾對《條例》發出「舊皮袋盛新酒j 的質疑。(那福增， <:新酒與舊皮袋一一中
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

研究中心， 2006) ，頁 3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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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宗教的慣性:一是宗教管理工作以場所為中心的空

間化;二是宗教管理工作以宗教團體為中介的科層化 ;6三

是宗教管理工作的屬地化，即宗教場所通過宗教團體直接進

入地方行政管理系統。 7由此，這一系列制度安排為宗教管

理工作帶來了「便利J ， 8但以行政機構為主體的管理方式

看似綿密，實則粗疏，在權力的實施層面容易出琨非正式制

度的運作空間。 9

這種權力實施的非正式制度運作空間是中國行政體制

的通病，特別是地方政府更加熟穗此道。雇同祖的《清代

地方政府》率先描述了地方政府在正式制度無法操作時，

使用非正式制度的現象，並稱之為「成規J 0 10隨後有眾多

學者涉足這一問題，其中以「潛規則j 這概念來描述歷史

上的官場現象尤其著名。 11但是恰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一一在

這些研究中，似乎暗示或潛藏著這樣的邏輯:非正式制度

是正式制度失靈的衍生物或補充。 12

就制度的生成來說，非正式制度是日常社會互動的無

意識結果，是地方社會「地方知識J (1ocal knowledge) 的

組成部分。 13當國家介入地方社會之後，這些非正式制度雖

6 李向平， <當代中國基督教公共價值觀的表達路徑> '載李靈、李向平編， {.基督教與

社會公共領域} (上海﹒上海人民， 2012) ，頁 17'

7 李向平， < I場所J 為中心的「宗教活動空間J 一一變遷中的中圓「宗教制度J > '載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26 (2007) ，頁 93-114 。

8 談及此處 'A 省一位宗教管理官員的言論頗具代表性: I法律是剛性的，文件是軟性的，

宗教法的缺失為宗教管理工作的開展，某種程度上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9 張立平， {.重建社會一一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9) ，頁筋。

10 盧同祖冊謂的「成規j 是指當規範某些程式的正式規定無法操作時，全體街門成員漸漸

形成了一套自己樂意且當地百姓也(勉強)接受的行為規矩。對成規的任何改動都可能

遭到人們的反對。見塵間被著，蒞忠信等譚， {.清代地方政府}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Jl) ，頁 314 。

Jl吳思， {.潛規則}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12 周雪光， <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 '載《閱

放時代} 2014 年第 4 期，頁 108-132 。

13 克利福德格爾灰著，楊德睿諱， {.地方知識 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北京商務印

書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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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時常被國家正式制度否認和拒絕，事實上卻潛藏蟄伏， 14 

並在正式制度的內外不斷產生和變遷。 15因而，我們不能簡

單地將非正式制度視為正式制度失靈的衍生物或補充。

對此，周雪光的研究頗具代表性，他將正式制度與非

正式制度放置在中央一地方的關係之中進行討論，他認為

在中華帝國、治理邏輯之中，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是兩種

互為依存、並行運作的機制，同時發揮作用，並在一定條

件下和不同時點上轉化。因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是

中華帝國治理中的基本矛盾，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權力的

「委託一代理」關僚，非正式制度盛行意昧著國家正式制

度傾向於「名」的象徵性意義，而地方政府靈活性有著「實」

的意義。當代中國國家建設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困難與帝

國時期並無實質性改變，歷史上的帝國邏輯與當代中國的

國家治理問多有關聯。而

是以，作為縷誠在國家治理體制之中的地方宗教管理

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在名義的正式制度層面，地方行政

的行動者有《宗教事務條例》可依，具體事務以場所為中

心由各宗教團體接受黨和政府領導;在實質的非正式制度

層面，地方「代理人」酌情裁量宗教政策執行度，或鬆或

繁靈活轉園。而在地方熟人社會，宗教事務作為一個多行

政部門、交叉執法的領域，其複雜性往往超出於國家宗教

政策和相關法規之外，常常出現正式制度無法解決問題，

或者出現「誰都可以管，誰都管不好J 的亂象。於是，地

方行政和宗教行動者很容易發揮能動性，以地方非正式制

14 蘇力， <:送法下鄉一一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

頁 45 。

15 傑克﹒奈特著，周林偉譚， <:制度與社會衝突:> (上海:上海人民， 2009) ，頁 179 0

16 周雪光， <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 ，載《開放時代:> 2011 

年第 10 期，頁的-85 ;周雪光， <從「黃宗羲定律J 到帝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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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約正式制度的運作，甚至再生產一個基於非正式制度

的地方政教關係。宗教場所作為地主T宗教管理工作的中

心，亦有可能被納入非正式制度的統攝之中，只是這其中

的其體實鹿和運行機理還有待探討。

Z 市基督教相關研究述評

儘管國家曾在 Z 市設立「無宗教區」試點，但改革開

放後， z 市基督教與商品經濟一併聲名鵲起，一度成為宗

教與社會主義新時期相適應的例證。 17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認

為國家改革、經濟發展和基督教的內部轉型和緩了地方行

敢和基督教之間的純粹「政治」關係，特別是「老闆基督

徒」在其中其有較大作用， 18並且已經或多或少地觸及了地

方政教闢係之中的非正式制度。

其中曹南來的《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指出老闆基督

徒通過信仰和企業家身份的相互整合、應對政府管理的策

略性方法、現代性的道德話語等信仰行動，參與了地方政

教關僚的再生產。 19朱宇晶從基督教和地方行政兩個方面的

田野調查發現，雖然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基督教的管理更嚴

了，但基督教通過老闆基督徒在教會中的參與、以社區為

基礎的教會組織，在被分配的社會空間中發揮能動性，降

低了在地方行政眼中的「政治」敏感性，獲得了寬鬆的社

會環境。20似乎正是在政教雙共同再生產的地方政教闌係之

中，學者發現 Z 市基督教場所建設存在「處處可見雄偉的

17 蕭志恬， <改革、開放與宗教問題一一Z市見間的思考) ，載《社會科學} 1988 年第 4
期，頁 35司狗，凱弟， <z 市宗教情況的調查與思考) ，載《社會學研究) 1989 年第 2

期，頁 60-61.
18 陳村富， {轉型期的中圓基督教一-A省基督教個案研究> (北京:東方 '2005) ，頁

73-103 。
"曹南來，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一一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

社， 2014)
20 朱宇晶， <:酒家統治、地方政治與 Z市基督教)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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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村裹的教堂也不遜色」的「建堂熱」現象， 21一

些教會為了達成建堂目標不惜在宗教空間的審批、建設上

動用「灰色J 關僚，並存在「違章」問題。 22

可以說，這些研究超越了以往中國基督教改教關係研

究中的「統治一反抗範式J '建構了 Z 市基督教現代、開

放、靈活的行動邏輯。但是這些研究似乎偏重於行動者，

其在地方故教聞僚的互動和再生產上並未進行深入討論，

尤其對建堂中的「灰色J 關僚和「違章」點到即止。

此外，對於 Z 市基督教的「建堂熱」現象，這些研究

者大多將之歸因於老闆基督徒、地產經濟興起等經濟性因

素，但是面對席捲了整個 Z 市城鄉，甚至 A 省全境的「建

堂熱J '內襄應當有更深層吹、更為複雜的錄由，特別是

宗教性、地方性因素還未得到充分展開。

2. 研究進路及研究問題

土地專項整治行動與教堂「違章」的爭議，事實上將 Z

市「建堂熱」和地方政教關係展露在公眾面前，亦成為走

入Z 市基督教「內部J '延續和細化上述討論的一大契機。

為此，本文力圖在研究進路和研究問題上作如下考慮:

首先，以信仰方式為中心探討基督教建堂行動的動機

和運作模式。我們試圖分析是甚麼樣的信仰方式令地方基

督教投入到建堂行動之中，這一信仰方式的構成要素是甚

麼，擔綱者是誰，又是如何引發了區域性「建堂熱」

其坎，以土地規則探討地方政教雙方在建堂行動上的

規則互動過程。我們將結合案例，分析在「建堂熱」中非

21 唐曉峰， (以三個基督徒群體特徵看當今中國教會> '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 12 輯

(2011) ，頁 276 。

22 曹南來， (中國宗教實踐中的主體性與地方性> '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6 期，頁 20-27 ;朱宇晶， <: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 Z市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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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是如何生效的，呈現怎樣的運作機理，行動者在

其問如何互動，又是如何導致了「違章」的發生。

最後，我們將會分析土地專項整治行動這一運動式治

理及引發意外後果的原因。並試圖對教堂「違章」中的規

則使用和基督教信仰方式進行反思。

二、研究方法與田野介紹

排除前、後期在互聯網上的數據搜集，我們對 Z 市的

正式田野調查始自二0一四年七月，結束於二0一四年九

月，由於捲入土地專項整治行動的大多為登記場所，我們

主要在基督教兩會下屬教堂進行走訪。期間我們採用滾雪

球抽樣的方法，由當地教會負責人相互介紹的方式進入田

野，通過參與觀察與個案訪談等方式收集數據，範圍涉及 P

縣、 N 縣、 C 區、 S 縣，數量總計的座。 z 市田野結束之

後的九月份和十月份，我們還分別與 A 省基督教兩會和全

國基督教兩會的兩位牧師進行了補充訪談。在掌握 z 市基

督教和走訪教堂整體狀況的基礎上，最後選取了 4 座代表

性教堂作為後文的案例分析對象。23田野走訪及個案的基本

情況介紹如下:

走訪地區基督教概況24

車在區 登記堂點數 信徒人數 走訪堂點數量

P 縣、 129 座 約 8 萬 5 座

N 車在 168 座 約 12 萬 5 座

C 區 81 座 約 5 萬 4 座

S 舊書、 76 座 約1.5 萬 1 座

23 在案例選取上我們主要考慮代表性和差異性 3 努力兼顧普遍性和特殊性。

24 各項數據由部分Z 市縣區和全國基督教兩會提供，截至二0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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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縣、一九五八年曾是「無宗教區」試點地區，巧合的

是土地專項整治行動期間 P 縣也是抗爭最為激烈的地區。

七月五日我們與 P 縣基督教兩會 Q 牧區負責人進行了訪

談，他為我們介紹了該牧區 L 教堂的情況，並為我們聯繫

了三自運動前問屬內地會系統的 4 位教會負責人，最後我

們選取 X教堂和 L教堂作為案例分析對象。其中 X教堂地

處M鎮X 村，始建於一九二八年，重建於一九九四年，二

。一三年由於教堂出現危房狀況，在原址再次重建，造價

約 600 萬元，現有信徒約 200 人。 L 教堂地處 L 鎮，始建

於一九九0年，二00九年遷建現址，佔地 7 敵，造價約

650 萬元，現有信徒約 300 人。

N 縣原隸屬於 P 縣，一九八一年開始獨立建縣，因而

兩縣基督教在教會傳統和教會交往上有較多關聯。八月份

我們在 N縣走訪了 5 座教堂，最後選取 E 教堂為分析對象。

E教堂地處 G鎮 E 村，其福音工作由中華自立會開拓，教

堂始建於一九三0年，重建於一九人九年，二0一二年由

於房地產開發遷建現址，佔地面積 1 ，999 平方米，建築面積

3 ，780 平方米，造價約 1月00 萬元，現有信徒約 800 人。

C 區是 Z 市市政府所在地，人月份我們在 C 區走訪了

4 座教堂，最後選取 Y 教堂作為案例分析對象。 y 教堂地

處 C 區城郊結合處，始建於一九五三年，重建於一九八八

年，二00九年由於高速公路施工導致老教堂成為危房，

還建現址，佔地面積近 5，000 平方米，造價約 1 ，000 萬，現

有信徒約 800 人。

S 縣、地處 Z 市最南端，九月份我們隨一位律師走訪了 S

縣 J 教堂，以及該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J教堂的違章情說

與 X教堂較為類似，我們並未將之作為最後的案例分析對

象，而是作為案例的補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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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堂」信仰方式與「建堂熱j

在進入教堂「違章」之前，我們必須明晰「違章J 的

前因「建堂熱」現象。如前文所述，許多研究者將 Z 市基

督教的「建堂熱」歸因於現代性、經濟性因素，但是從田

野調查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們需要考慮 Z 市基督教

內部的複雜性和宗教性因素。我們認為「建堂熱j 中存在

「教堂」信仰方式，這是一種由教會傳統所型塑，由宗教

管理政策所規定，竄入在地方信仰慣習之中，由地方基督

教主動建構的空間化信仰方式。 25對此，我們可以具體展開

和論證。

第一， r有形宗教」及基要主義神學傳統型塑「教堂」

信仰方式。儘管基督教並不崇尚以「聖殿j 、「教堂j 為

中心的空間信仰方式，而是主張個體的、教會的，以基督

為中心的圓契性信仰方式。然而，宗教很難出離於神聖空

間，在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實踐中，以教堂為神聖空間的「有

形宗教j 逐漸形成信仰傳統。 26當近代基督教傳播到中國的

時候，傳教士依然以教堂建設作為福音傳佈的方式之一，

並被其後「中國的基督教」普遍繼承。就 Z 市基督教所崇

奉的基要主義、敬虔主義神學傳統來說， 27其神聖與世俗二

元觀念鮮明，關注私人救贖和教會內部構建，重視「古舊

福音J 多於「社會福音j 。因而 'Z 市基督教的信仰實踐

往往斂眾於教會之內，呈現了內向性、封閉性特徵， 28幾乎

成為一種「教堂內的基督教j 。於此，在教會傳統對基督

25 這一定義主要受黃劍波教授對地方基督教的闡述敢發。參見黃劍波， <:地方文化與信仰

共同體的生成} ，頁 87 0

26 盧克曼著，軍方明諱， <:無形的宗教}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頁 100 。
27 Z市是英國循這公會和內地會在中國大陸傳教最為成功的地區之一，這也型塑了 Z 市基

督教基要主義和敬虔主義的教會傳統。隨後傳入的安息日會、中華自立會、眾會處等宗

派亦未突破基要主義與敬虔主義的框架。

28 李峰， <: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 Y 縣 X鎮基督教教會組織

研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358 0

383 



肖雲澤

徒的長期型塑之中，信徒們相信「這般後來的榮耀必大過

先前的榮耀J ， 29將興建教堂、添置教產視為福音復興的主

要標誌，視作教會領袖能力的體現。

第二，以場所為中心的宗教管理政策規定了「教堂」

信仰方式的合法性。《宗教事務條例》第三章第十二條規

定: í信教公民的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經登記的宗

教活動場所內舉行。 J 這就是說，無論宗教組織是甚麼樣

的結構，這個宗教的任何宗教活動必須在固定的宗教活動

場所內，按照定時、定人、定點的方式進行。"從某種意義

上說，宗教的空間化不僅有宗教管理的便利，亦與民眾的

信仰慣習有適切性。因為中國傳統的「祠廟J 信仰方式便

是以場所為中心的，信眾相信祠廟中的祭拜具有靈驗效

力。在普通基督徒的觀念中並不一定認同教堂內的敬拜具

有靈驗效力，但以宗教場所為中心的空間化管理方式，確

實加固了教堂之於基督教的核心功能，直接導致了大多地

方社會中的基督教，至少行政權力認可的基督教被規定為

一種以教堂為中心的信仰。

第三，地方信俗修建「祠廟」已成信仰慣習， í教堂」

信仰方式亦骰入其中。 z 市歷史以來具有豐富的地方信俗

和祠廟文化，歷朝歷代屢禁不止。 31改革開放後，學者發現

Z 市民間依然熱衷為地方信俗修建祠廟，並以「建廟風J

聞名全國。 32可以說，在 Z 市地方社會，前現代的「祠廟」

29 Z 市教堂落成典禮上的常用經文。參見《哈該書〉二章 9 節。

"李向平， <當代中國基督教公共價值觀的表達路徑) ，頁 17 0 

31 {史記》記載 z 市人「俗鬼，其祠皆見鬼，數有效」。在歷代地方文人的筆記中，往往

以「好巫而近鬼」、「山椒水演多溼祖」來形容當地宗教文化，其人在各樣儀式的操辦

上「靡不盡心竭力以為之，以為重費J '乃至「地方宮亦不能禁，順輿情也J 0 參見司

馬遷， {史記﹒封禪書第六}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頁 1399-1400 ;陳瑞贊編，

《東歐逸事聽錄}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6) ，頁 30 、鈞、 41 0

32 一九八0年代以來， Z 市一九四九年前有廟的地方全部重建，過去沒有的廠也趕著新

建。莫法有、林虹， <從 Z 市宗教現狀看宗教的世俗化) ，載《宗教學研究}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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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信仰慣習，尤其在社區型的民間信仰 (communal folk 

religion) 和宗族當中， 33祠廟往往是社區利益、共同體存在

的象徵。34近年來更是有政府調研和新聞報道顯示 Z 市民間

信仰和宗族存在修建大量豪華、龐大祠廟的現象， 35其中大

多數處於「違章j 狀態。 36 自傳教士陸續離開中國之後，就

久在 Z 市地方社會之中的基督教而吉，這「船來」的基督

信仰或多或少會最入在地方傳統信仰慣習之中。 37這也使

得，儘管 Z 市大多數教堂建築具有鮮明的歐美元素，但基

督徒建堂的動機和行動邏輯帶有一定地方信俗特徵，教堂

承擔了與祠廟類似的象徵功能。

因此，在教會傳統、國家宗教政策、地方信仰憤習等幾

大因素的互相貫穿中， I教堂」信仰方式成為 Z 市基督徒建

設教堂的根本動力。而區域性「建堂熱」的發生，則首先與

老闖基督徒成為「教堂」信仰方式的擔綱者有較大關聯。

除了一些一九四九年前便已存在的場所外 'Z 市教堂

大多興建於宗教活動恢復正常的一九八0年代 0 38其時「教

第 1 期，頁 92-97 ;楊昭， <z 市的地方神信仰> '載《世界宗教文化> 1999 年第 3 期，

頁 56-58 0 

33 Fenggang Yang & Anning Hu, .‘Mapping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the Scient.妝品u再y ofReligion 5 (2012), P 508 
34 楊慶望著，范麗珠等譯， {中圓社會中的宗教> (上海:上海人民， 2007) ，頁 100 0

35 N縣一縣便有大小祠堂 706 座，多數投資在 100 萬元以上，面積大、分佈廣，幾乎村村都

有，數量最多的一個村達六個。在這些宗祠當中，投資最大的達 1 ，300 多萬元，規模最大

的面積有一萬多平方米。主亞琪， <N 腎、 700 餘所宗祠需整治> '載《新華網> (2014 

年 5 月 30 日 [ht中﹒//www 2j xinhuanet comldfhews/20 14-05/30/c _1110931977 h肘， 2014 年
11 月 5 日瀏覽) ) 

36 二O~O年 Z 市有關部門的調研結果顯示，全市建築面積在二十平方米以上、且未經審

批的民間信仰場所有 7，926 處，比依法登記的五大宗教場所的總和還要多一倍，其中有

四個縣的民間信仰場所數最均在 1 ，000 處以上。見 <z 市全面鋪開民伺信仰管理工作〉

(Z 市市委市政府文件， 2011)

37 玉漏楠， <A 省 c 縣、基督教與民間信仰調研報告> '載世界宗教研究研基督教調研課題

組編， {中國基督教調研報告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 ，頁 317-318 ; 

肖雲澤、李向平， <新教倫理還是財神倫理一一兼論 Z 市基督徒的財富觀> '載《漸江

學刊> 2015 年第 3 期，頁 5-14 0 

38 Z 市一九二0年有教堂 321 座，一九四九年 628 座，一九九0年 961 座。其中一九八0

年代新建 534 座。參見他市誌>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頁 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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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信仰方式的擔綱者是具有信仰資本的義工傳道， 39他們

建設教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憲會需求。改革開放後的

鐘濟發展、城鎮化和福音傳佈，一方面引發信徒遷移、皈

信人數增長，客觀上形成了宗教空間增容的需要;另一方

面催生老闆基督徒大量湧現，他們開始出任教會的主要同

工和負責人，主觀上豐實了建設教堂的行動能力。因此，

二000年以來，當教會開始對教堂進行翻修、擴建或遷

建之時，這些掌握權威性和配置性資源的老闆基督徒便成

為「教堂」信仰方式的主要擔綱者。但這也意昧著建堂不

再僅僅是為了滿足憲會需要，更多時候被商業般的競爭和

教會間的攀比所物化。

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 'A 村新建了一座現代、漂亮

的教堂 'B 村的基督徒也開始投入建堂行動，並且通常比

A 村要壯觀、豪華。 N 縣一位教會負責人(老闆基督徒)

為我們介紹新建好的村落教堂時，刻意強調這座教堂比附

近村落的教堂容納量要大、裝讀更精緻、花費也更高。

顯然，老闆基督徒對「教堂」信仰方式的擔綱和臨近

教堂之間的比較並不足以形成「建堂熱J '但是當一個具

有交往結構特徵的「教會團」將這些要黨進行憲合的時候，

便會導致「教堂」信仰方式的嚴重對象化，從而掀起區域

性「建堂熱」

中國的大多數神靈，都通過分香或分靈的方式擴展其

影響，其宜接後果就是出現一些與「祠廟」信仰方式相匹

配的區域性民間宗教組織，如「祭祖圈」或「信仰圈 J 0 40 

39 吳小勇， (基督教地1i化的 Z市模式一一「義工傳導J 與教會制度的演變) ，載吳梓明

等著， <:邊際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圓城市基督教研究) (上海:土海人民出

版社 '2∞9) ，頁 251 • 
40 盧雲峰， (超越基督宗教社會學一一兼論宗教市場理論在華人社會的適應性問題) ，載

《社會學研究) 2008 年第 5 期，頁 81-97 ;林美容著， (由祭祖國到信仰圍一一台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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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最入地方社會的產物， z 市「教堂」信仰方式亦構建

了與此類似的「教會圈」一一大抵因循原宗派、方吉區、

聯會、牧區或基督教兩會的轄區範圍， 1圈 J 內的教會間

有「聖工」和「人情j 往來。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鎮化

的當今， z 市基督教作為福音傳佈的積極推動者，其「教

會圈」的輻射範闡已經擴大至全國乃至全世界。

「教會圈 J 之於「建堂熱」的意合作用，首先體現在

資源配置上。近年來，在 Z 市鄉鎮建設一座體面的教堂，

通常預算為 500-1 ，000 萬。除了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城鎮中

心教會，很多教會(尤其是鄉村教會)的財力很難支持其

建堂目標。但「教會圈」內的「人情j 往來以及老闆基督

徒的奉獻卻能讓這些教會篤定「沒錢都敢蓋，神家不缺錢」

的信心， 41從其中的往來過程我們可窺一斑。

按照慣例，主事教會在開敢建堂工程前，會往「教會

圈 J 內發佈建堂奉獻倡議書，收到邀請的教會通常會組織

信徒奉獻、給予資金支持，數額多少由彼此的親疏關係或

主事教會的「面子」決定。當資金出現虧空之時，主事方

除了呼籲「圈」內的信徒奉獻之外，還會在各大教會和老

闆基督徒之間進行拆借，有教會為此背上沉重債務。

於是， 1獻堂典禮」除了慶祝新聖敗的落成之外，也

被視為教會募集資金、填補虧空的時機之一。在典禮舉行

前一段時日，主事方會再吹發佈請束，廣邀「圈J 內教會

及信徒。及待典禮之日，有「人情J 往來的教會便攜帶禮

金前來道賀，一些熱心的信徒(特別是老闆基督徒)也會

奉獻金錢。作為對「上帝恩典」的宣示，主事方會將奉獻

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 '戰張炎憲主編， <: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1988) ，頁 95-125 。

41 資料來源 N縣基督教兩會傳道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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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予以張榜公佈，榜單前圍觀的信眾亦會在此後的多年

間談論捐贈者的信心和愛心。

當建堂行動越演越烈的時候， I教會圈J 亦在潛功能

上促使「建堂熱J 持續擴大化。特別是對於沒有興建新堂

的教會，在「人情J 往來中肯定是只出不進的，久而久之

便會成為利益受損者。有一教會負責人告訴我們，存在有

些教會為了收回禮金而興建新堂的現象，並絕對不是個

案。而 N 縣一位教會負責人在新教堂落成典禮上，訴說了

本會建設新堂前所受的刺激: I曾經有一個月， p 縣和 N

縣先後有 4 座新堂落成，教會唱詩班去給他們獻詩慶賀的

時候，看到他們的教堂又大又新又雄偉，想起我們的教堂破

破舊舊......在回來的車上大家立定心志要蓋一座新教堂。 J

故此，隨著建堂行動和「教會圈」的頓密互動， I教

堂」信仰方式被嚴重對象化，教會問爭相「建設花費最多

的教堂、最漂亮的教堂、甚至是最高的十字架J 0 42不出幾

年，一座座豪華、宏大的教堂頻頓面世。

當然，隨著 Z 市教會與普世教會的交往，其神學認同

開始趨向多元，教會中對於建堂逐漸有了不同的論事。有

些人認為「應當更加重視教會建設，而不是教堂建設J

「拿這麼多錢存銀行、建教堂幹嘛?應該多拿些出去傳福

音，去做慈善j 。儘管針對這種「見堂不見教J 的信仰現

象有從微詞漸成聲響之勢，但在地方基督教中，地方性往

往凌駕於普世性，世俗權威往往悟越於宗教權威。「建堂

熱J 依然我行我素，不斷蔓延。

四、土地規則與教堂「違章」

二00八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

42 曹南來，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頁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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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城鄉規劃中城市規劃與鄉村規

劃截然區分的二元體制，使城鄉規劃走上了統一的法制軌

道。 43各地開始對城鄉統一進行控制性詳細規劃， 44涉及轄

區內相關建築物的容積率、建築高度、建築密度、綠地率、

建築後退紅線等方方面面。 45

按照城鄉規劃要求，宗教用地和宗教建築也是在控制

性規劃範闇之內的百涉及基督教用地則更是如此。「教堂」

信仰方式的對象化所引發的「教堂熱J '必然觸及土地規

則的邊界，否則不會有如此之多的教堂陷入「違章」爭議。

雖然「違章」在 Z 市的宗教建築建設中是一普遍現象，但

土地專項整治行動卻將這些「違章」問題推到了前台，基

督教因其展現的抗爭性，成為新聞焦點，同時也令輿論感

到大嘩其然一一這些「順服掌權者J 的「好公民 J '怎麼

也會做出違背法規的事情?

韋伯 (Max Weber) 曾經注意到法學的法律觀念關注法

律的內在效力，社會學的法律觀念則傾向關注社會成員承

認並履行法律規則(即使之有效)的現實。“或者說，社會

學認為不具效力的法規對社會行為，是不其有制度化作用

的，社會成員不會真正「授予」一些規則以(可實行的)

合法性。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在許多領域調和

了國家法律與鄉規民約、習慣法的關僚，但在涉及土地的

的精衛東、王淑華、李軍主編， <城鄉規劃法}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9) ，頁 1 0 

44 控制性詳細規劃 (regulatory plan) 以城市總體規劃或分區規劃為依據，確定建設地區置的

土地使用性質、使用強度等控制指標、道路和工程管線控制性位置以及空閑環境控制的

規劃。

45 建築後退紅線是規定建築物應距離城市道路或用地紅線的程度，一般多層退讓至少 5

米，高層退讓至少 10 米。

46 馬克斯韋伯著，張乃根諱， <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 (北京，中圓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 1998) ，頁的。

47 張靜， <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 (上海上海書店， 2006) ，頁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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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上卻未必如此。特別是在農村社區，土地長期由

集體研有，在土地使用上很少有政府規劃、管制的觀念，

當城鄉規劃下沉到農村社區的時候亦存在不少執行正式制

度的實際困難，近年來頻仍爆發的農村征地、拆遷的群體

性事件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點。

宗教用地則由於涉及宗教管理、土地管理等多重領域，

審批手續繁多，愈加顯得複雜。據A省基督教兩會一位枝師

介紹，在城市中要完成一項宗教工程除了宗教管理部門的審

批之外，還需要擁有發改委、國土局、住建局等各方審批意

見。 48在政府精簡機構還未實行的時候，該省基督教兩會為

建設一所神學院，從省級發改委、土地規劃等相關單位到各

級政府的相應單位，一直到村級辦公室，走完全部程序總共

蓋了 124 個公章。近年來省會城市行政部門對核心區塊的建

築審批實行聯簣會審制度，教會需辦完所有手續才開始建堂

工程，細緻到施工現場的公告牌、公示牌。 49

顯然，如前文分析，在 Z 市這樣的地方社會，面對一

個龐雜的宗教用地管理制度和一群久在地方知識中的基督

徒群體，地方行政和基督教會很容易發揮能動，性，以地方

非正式制度來建設教堂。只是在現代開放社會的變遷面

前，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則缺乏自我強化的機制，容易為私

利基礎上的行為所削弱，到這也導致了 Z 市宗教用地陷入

「違章」的亂象。以下我們就四個教堂「違章」的典型案

例進行辨析，以其體展現建堂行動中非正式制度的互動過

48 設玄宗教場既需要以下材料:設立宗教活動場昕籌委會申請;資金來源證明樹料;擬主持

宗教活動的合法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員的身份證明(包括:政審材

料、神職人員糧、身份證、戶口等) ;住建、規劑、國土部門審批材料，或房產寶貴明;規

創設計圖紙 i 宗教活動場昕登記表;宗教間體申請，研在地的縣級宗教事務部門請示。

49 該牧師亦依此斷言，在 A 省會城區內不可能存在違章教堂。資料來源 :A 省基督教兩

會M牧師訪談記錄 (2014 年 9 月 23 日)

50 周雪光， (制度是如何思維的刊，載《讀書) 2001 年第 4期，頁 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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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案例一和二著力闡釋非正式制度生效的原因和運

行機理，案例三和四則是非正式制度流變中的代表性個案。

案例一:按土地制度，做不到

案例介紹

P 縣 X教堂「違章」的理由是教堂權證不全。對此， x

教堂負責人解釋說，按照正規程序，建設一所教堂除了民

宗局的批文外，還需要到發改委、國土局、消防隊等部門

再行審批。民宗局的批文通常比較容易獲取，但其他部門

的程序則較為複雜，如土地規劃部門要求宗教建築在縣級

道路的規定距離以外，消防部門要求教堂主體建築的四圍

留足 6 米寬的消防車通道。教堂負責人認為，若是按照教

堂現實情況，無法達到所有部門的法律要求。但是教堂能

夠成功建成，通常是得到有關部門默認的。所以 P 縣大多

數教堂都只有民宗局批文，沒有國土局、住建局的審批證

件，至少有 90%沒有土地證。

同時 'X 教堂負責人亦指出，要求教堂土地、建築的

權證齊全是強詞奪理，教堂周邊有些民宅甚麼證都沒有，

卻得以建成，亦不存在「違章j 問責。 51

案例分析

在訪談中有許多教會負責人表達了與這個案例一樣的

立場一一按照宗教用地的正式制度建堂做不到。以這個案

例為典型，其中的原委大致有:

其一，有許多「違章J 的新教堂是原址重建的產物，

在社會環境經歷變遷之後，要完全符合正式制度的建設要

求存在困難。如 X教堂負責人指出，老教堂周邊原來是農

51 資料來源 :p 縣 x教堂負責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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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近年來建設了一條縣級道路，教堂重建時地方行政部

門要求宗教建築與縣道必須保持退後紅線距離，但是又表

示不可能另外選址，於是在其默許下原址重建。

其二，按照正式制度執行會損傷教會利益，地方行政

亦是消極處置。控制性詳細規劃在宗教建築的用地規模、

建築高度上都有具體規定，若是嚴格按照規劃要求，主觀

上影響到教堂的空間使用率，損傷教會利益。 s 腎、 J 教堂負

責人表達了與 X教堂類似的觀點: r教堂不是廟，不是來

拜一拜就可以回去，我們每週都要來果會，孩子要上主日

學，路遠的要在教堂休息、吃飯，如果按照規劃，教堂的

附屬樓、廚房、廁所就沒法建了。 J 52 

在宗教財產產權辦理上也存在同樣問題。按照《宗教

事務條例》第五章規定，宗教財產應向相關部門申請產權

登記。但許多教堂負責人指出，辦理權證不僅要耗費大量

資金，同時基層教會並不其備法人資格，一旦辦理權諱，

這些由信徒集資建設教堂的產權便歸屬於縣級基督教兩會

所有，這是以義工傳道為權力中心的 Z 市基層教會無法接

受的。而地方行政部門對於宗教建築的產權辦理的執行

上，則正如二0一一年 Z 市政協會議的一份提案所指陳的

那樣:政府部門對宗教事務和宗教團體忌諱莫深，出了問題

才實急干預，在宗教場所產權辦理等日常事務上態度消極。 53

其三，在 Z 市社會「私搭盤建」已然成為生活常態。

即使在國家實行城鄉規劃之後，只要在地方核心行政部門

有熟人， r違章」問題就可以視而不見。這從一句當地的

流行語中可探其弊 「以前建房子靠磚頭，現在建房于

52 資料來源 S 縣 J教堂負責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9 月 15 日)

53 Z 市政協社法民宗委、 R市政協， <我市八成宗教場既產權不清應儘早確權以防糾紛> ' 

載《市政協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專題> (2011 年 5 月 10 日，他ttp://www wzzx gov cn/ 

sp目叫一kxfzgllist 品p?show可es&id=4204&可pe= , 2014 年 10 月 25 日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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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煙頭J 0 54因而，在土地專項整治行動期間，基督徒最常

說的一句話便是: r到處都是違章，為何單單指責教堂呢? J 

正是在這樣的外在困難、利益考量、制度不認同和社

會環境之中，宗教用地的正式制度很難實現對社會現實的

制度化作用。加之在地方行政的不作為和消極處置下，我

們得以發現非正式制度生效的通常前提一一正式制度出現

「懸置」狀態。土地規則日益任由非正式制度軟化正式制

度的剛性，逐漸陷入在非正式制度或「成規」的統攝之中，

而這些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往往會逐步失去控制，以致失去

對於社會現實的規範作用。

案例二:少批多建

案例介紹

Q 牧區 L 教堂所在的城鎮是一新興的開發區，教會信

徒多從事工商業，經濟實力較強，教會負責人是一位剛逾

40 歲的企業家。隨著信徒人數的增長，老教堂逐漸不敷使

用，二00九年，教會期望在一個工業區申請 5 敵土地建

設新教堂。但鎮政府認為 5 敵宗教建設用地要報請省委，

建議教會報請 3 敵，鎮政府可以默認教會建設佔地 5 敵的

新教堂。然而，由於原批地塊地價上漲的緣故，鎮政府反

悔並收回該地塊，作為損失的補償，鎮政府重新劃撥一地

塊，並將默認建設的面積擴大到了 7 敵。但是當土地專項

整治行動來到的時候教會卻只能獨自承擔教堂「違章」的

責任。其中還有一個難以吉說的問題是，鎮政府出讓土地

於教會時，土地收入沒有上交財政，而當時審批該用地的

鎮長，已調到他地擔任領導。 55

54 在當地社會給政府官員送禮盛行送「中華香煙J '故有「煙頭J 一說。

55 資料來源 :p 縣 Q 牧區負責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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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少批多建J 是教堂「違章」之中最為常見的現象，

這個案倒是個中典型。但是當我們仔細分析其中的運行機

理，會發現「少批多建」或其他類似的「違章J '實質上

是官民間在地方政府「成規」中「共謀J 的產物。

首先，基層政府的「內捲化J 為「共謀J 提供可能。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基層政府具備了現代政府的基本架構

和組織形式，但是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內捲化J 一一其

自身利益需求逐步強化，異化為其有高度自主性的主體，

有些時使既不代表地方社會的意志和利益，也不落實上級

政府的理念和政策， 56甚至退化到了農同祖在《清代地方政

府》中所論述的「一人政府」狀態， 57公權力出現私人運用

的現象。因而，當 L教堂提出要 5 敵宗教建設用地的時候，

這顯然是正式規定無法運作的，但是一旦拒絕這請求便會

損傷基層政府的利益，唯有在地方非正式「成規」之中，

雙方的利益需求才能共同得到滿足。

然而，要獲得地方政府「成規J 的通行資格則需要「能

人」的強關係來疏通。相較那些隨時準備殉道的神職人員，

地方官員更願意與「深語世事j 的老闆基督徒交往。 58而當

老闆基督徒成為「教堂」信仰方式的擔綱者，這些在地方

教會、行政和經濟之間穿梭自如的「能人J '便能夠利用

自己掌握的強關保網絡為建堂工程打開芳便之門。

於是，在利益的裹挾下，基層政府和老聞基督徒通過

在「成規」中的「共謀J '教會的「違章j 規模從 5 敵擴

大為 7 敵，特別是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來臨的時候，教堂便

成為「犧牲品」。而就事實而言， r內捲化」的基層政府

56 趙樹凱， <:鄉鎮治理與政府制度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6) ，頁 253 。

57 塵同祖著，蒞忠信等課， <:清代地jJ政府:> '頁鈞、 315 。

58 朱宇晶， <: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Z市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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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俗化」的老闆基督徒眼中約定俗成的「成規J '卻

很容易流變為被國家和公眾認定的越軌或腐敗的行徑。 59

案例三:消防車通道不過關

案例介紹

N 縣 E 教堂老堂佔地面積 1 敵，二00九年左右，村

委決定在教堂附近進行房地產開發(村支書、村主任均是

開發商股東成員) ，與教堂商議進行土地置換。起初，教

會不同意遷建，但經縣、鎮領導多次勸說、協商，教會最

終同意這一方案:在同村劃撥 3 敵新教堂建設用地，並獲

賠 80 萬元經濟損失。由於拆遷項目，教堂重建的權證、手

續辦得比較齊全。

然而，土地專項整治行動卻認定該教堂存在「違章j

問題。經國土局測量，教堂建築主體兩側應當各留 6 米消

肪車通道，但是有一側實際只有 3 米，違反消防規定。教

會負責人對此大感冤枉: r這件事情是政府同意的，是他

們叫我們這樣建的，不然我們怎麼敢呢! J 而雙方達成這

種默契的原因則是，教會在協商置換土地時要求能得到 5

敵，但是按照政策只能審批 3 敵，於是通過縮短一側消肪

車通道寬度的方式來爭取一些建築空間，在工程驗收當中

也順利得以通過。未曾料想，因為消防車通遁的問題，被

土地專項整治行動界定為違章建築。 60

對此教會信徒表示很不理解，他們指出了政府的善

變: r一朝天子一朝臣，政策年年變。前任市委書記過來

考察時候還說過，教堂要蓋得高，蓋得好看，綠化搞得好

59 塵同扭著，蒞忠信等諱， <清代地方政府> '頁 317 。

60 資料來源 :N縣 E教堂負責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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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外國人可以過來參觀、過來投資。但是，這故土地專

項整治行動，卻說我們教堂是違章。 J 61 

案倒分析

這個「違章J 案例顯得非常微妙，在遷建教堂的過程

中，地方行政和教會名義上看來是在遵守正式制度，但是

「消防車道道不過關」卻顯露了雙方實質上是在遵循非正

式制度。通過這個特例，可以想見的是，在 Z 市地方社會，

即使存在一個不得不執行的正式制度，行動者亦可以尋找

其中的漏洞，在正式制度執行上「做手腳」、進行「小偷

小摸J '這之於教會可能是弱者的日常反抗， 62但對政教雙

方而吉其實是一場官民間因著利益的「競合」

同時，通過這個教堂協商拆遷以及建設的過程，我們

也可以發現作為一個最入在社會結構中的神聖世界，教會

和改治、經濟體制之間存在既相互支持又相互衝突的複雄

關僚，的地方政治將基督教視為經濟發展、吸引外資的工其

和標誌物，教會亦借助自身的工具價值來滿足自身的「世俗」

利益。所以吊詭的是，在 Z市地方政教關係中真正盛行的是

利益競合，不是鄉規民約，更不是法律或信仰意義上的公

義，而非正式制度恰恰流變為盛裝這些利益競合的工具。

案例四:到底誰的責任?

案倒介紹

二00六年由於 Z 市繞城高速工程的施工影響， c 區

Y 教堂出現傾斜、地基開裂等現象，於二00九年被鑑定

61 資料來源 :N縣E教堂信徒訪談記錄 (2014 年 7 月 19 日)

62 詹姆斯 .c ﹒斯科特著，鄭廣懷、張敏等諱， <:弱者的武糖: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南

京諱林， 201 1)

的盧克曼著，軍方明諱， <:無形的宗教:> '頁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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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D 級危房，多吹向 C 區行政部門申請遷建均無果。後經

行政部門與繞城高速指揮部商議，高速公路指揮部發文通

知教會在高速公路徵用地塊內修建「臨時周轉教堂J 0 

然而，教會花費近 1月00 萬建設了一座佔地面積近

5，000 平方米的永久性建築，於二0一一年落成投入使用。

據教會負責人描述，建設期間 Z 市、 c 區土地管理、住建

部門多吹親臨現場指導，並表示: I蓋了就是你的，沒有

人會把你趕出來。」

但是在高速公路竣工驗收時，由於地塊被教堂使用的

錄故，建設方面臨土地實際使用與原規劃不區配問題，多

故未能通過驗收。為此，合路建設方試圖將教堂所在地塊

贈予 C 區政府。起初 C 區政府不顧意接收這個「爛攤子J ' 
他們認為出現這個教堂的責任在於高速公路建設方，不應

由 C 區政府承擔。而公路建設方將贈地變為事實之後 'C

區政府多吹在政府辦公會議上進行商議，以解決產權問

題，但由於與相關法律法規相抵觸，始終懸而未解。在土

地專項整治行動面前，這個毫無合法手續的教堂立即成了

「違章」。在田野調查行將結束的時候，教會方告訴我們

C 區政府計畫通過沒收教堂的方式賦予產權，再出借於教

會作為宗教活動之用。“

案倒分析

這是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最為異常的「違章」案例。如

前文提及，在地方官員看來，宗教管理王作複雜、特殊，

不是出政績的地方，當宗教財產、用地出現糾紛時，地方

行政慣於消極作為、互相推贅。可以說，這個「違章」教

堂的出現是這一態度的集中體現。在教堂陷於危房，多方

64 資料來源 :C 區 Y教堂負責人訪談記錄 (2014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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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難寬出路時，一個建設「臨時周轉教堂」的處理結果，

事實上是語意不清、權責不明、難以操作的官樣文章;一

個「蓋了就是你的」的口頭承諾，則延續了地方行故慣於

推脫、消極延岩的行政方式，從而「共謀j 了一個複雜的

「違章J 事實。

而在解決這個「違章」特例的過程中，作為行政權力

的強者，總是能夠更改規則、選擇規則，將責任推向其他

行為主體。如此，執行規則的過程，變成選擇規則的過程，

選擇依賴權力、資訊、力量對比和控制競爭，法律關係變

成了政治關僚，規則主導變成了利益、影響力、力量和機

會主導。“然而，選擇規則實質上是一種非正式規則，只是

強者才擁有利己規則的選擇權。以為有利可鑽的教會則一

步步由危房淪為「違章J '因為「無正式名份，卻有違章

事實」成為任人擺佈的角色。

五、非正式制度與公共規則缺位

當國家在允許或默認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這表面

上彼此相悸實際上相互配合的治理方式同時並行的時帳，

非正式制度或行為就可能會愈演愈烈，超越了正式制度的

意圖或預期。此時，正式制度便需要重新通過運動式治理、

或其他機制來強化其正式權威關僚，或糾正非正式制度繁

衍所導致的「地方化」傾向。因而，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

關係不得不表現出週期性調節的演變趨勢。 66

儘管中央對地方土地使用探取嚴控措施，但分稅制改

革之後，隨著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的加劇，地方土地

管理中大量出現「灰色」甚至非法用地現象，面臨土地資

65 張靜， <.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 '頁 254 。

66 周雪光， <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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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日漸稀缺的現實，土地的「地方化」使用急需整治。切實

際上，沿海 A 省的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便是對《國土資源

部印發開展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試點指導意見的通知} (國

土資發 (2013) 3 號)文件精神的深入貫徹 'A 省是文件中

指定的開展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的試點省份。這就是說 'A

宵的土地專項整拾行動並不是自發行為，而是一場至上而

下的運動式治理，是國家正式制度對地方非正式制度在土

地使用上的一場週期性糾偏。

當國家權力覺察到宗教用地擠佔了經濟發展空間，影

響到施政意圖，甚或被視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的時候，便

會上升到一定高度，進入國家治理的視域。二00八年，

時任 Z 市的領導人就曾說道: íz 市民間性質的宗教信仰

場所有四千多個，比工業的『低小散』情況還要厲害。如

果也建個宗教開發區，集中起來，可能還能節省土地。 J 68 

但就久在地方非正式制度之中的 z 市地方行政來說，並沒

有自我校正的行動力，面對嚴入於地方社會和充滿「禁忌」

的宗教「違章」之時，則更沒有實施整肅的決心。唯其國

家權力以運動式治理，通過「依法治國j 的名義，來強化

正式土地制度的約束作用，地方行政方才仰賴上一級權威

投入到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中去，一系列經由非正式運作而

營建的宗教「違章」建築自然難逃整肅。二0一二年 A 省

的民間信仰管理工作，便是率先以 Z 市作為試點地區，對

民間信仰場所採取「納入管理一批、整改規範一批、佈局

調整一批和取締拆除一批」的整治措施， 69Z 市亦成為全國

67 周飛舟、譚明智， {當代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

頁 92 0

68 沈迦， (甲乙堂筆記 (1376-1410) > '載《甲乙堂筆記的博客> (2013 年 1 月 9 日

[http://blogsinacomcnls/blog_81934b410101eyrc h伽誼， 2014 年 11 月 5 日登入) ) 
69 (z 市全面鋪開民間信仰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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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事務創新管理實驗區。

然而，就事實而論， z 市教堂「違章」具有復雜的制度

實施和地方社會因素。其發生很多時候是正式制度「懸置h

基層政府「內捲化」的結果，行政權力與宗教組織在教堂的

審批和建設上陷入非正式的「成規J '形成了「共謀」或「競

合J 效應。乃至土地規則呈現多種流變，地方政府消極行政，

「違章」情況日益複雜、積重難返。因此，當國家正式制度

通過運動式治理來糾正土地管理非正式化傾向之際。地方行

政官員作為國家代理人和地芳社會成員，同時作為問題的製

造者和審判者，在問責教堂「違章」時，一方面會痛苦地表

示: I這是上面的意思，誰想執行這樣的政策呢? J 另一方

面，又在不斷揣摩上級的「政治」意圖，不遺餘力地發動各

樣的政怡和社會關保協同到「違章J 執法當中，呈現了類似

鄧正來所謂的「真假結構」特徵。 70

至於基督教， I違章」的單方責難，令其進退維穀，

圖謀成為「法外之地」的公開指責， 71則導致地方教會成為

「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並且隨著事態的發展，這場運動

式治理在涉及教堂「違章」時日漸出離了單純的士地專項

整治範疇，拆除、整改「違章」運動宛若演變為「拆十字

架J 運動，運用非宗教方式進行宗教管制的色彩漸濃郁。 72

如此，便觸動了基督徒的敏感神經，基督教一神、團體信

仰的特性令其展現出了抗爭性，這些抗爭行為通過互聯網

70 鄧正來， (生存性智慧與中國發展研究諭網) ，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0 年第 4期，頁 5-19 • 

71 <:依法拆連一抓到底> ' {A 省日報:> (2014 年 8 月 18 日， 01 版)
72 本文匿名評審亦指出「拆違章J 與「拆十字架J 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在田野調查中我們

時常聽到這樣的發問 r十字架興建章有何相干，教堂有違章為何要針對十字架? J 。

我們也發現從「拆違章」到「拆十字架」具有行政與教會互動的多重復雜景象，這大概

是另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對此，那福增教授已經進行了一些先行研究。那福增， (拆

十字架的政治一一新江省「三改一拆j 運動的宗教一政治分析卜載《道風:> 44 (2016) , 

頁 2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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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引發了一系列意外後果。被重新戴回來的「洋教J

帽子，放大了一系列事件的影響力， I法治j 權威則因為

沾染政治強力而喪失公信力，地方政教關係則正如一位統

戰部門的工作人員所示: I辛辛苦苦三十年，轉眼回到解

放前! J 
「依法治國 j 、依法管理宗教，早已成為共識，中共

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則更加如火如荼，獨具戰略意涵。但

現代法律是一套建構性、形塑性的治理技術， 73這套技術得

以實施的社會合法性亦必須建築在「公義基礎J 之上，即

社會成員共同接受或承認的判斷標準之上。 74其實就「法治

國家j 的建設來說，就教堂「違章」本身來說，真正值得

我們去反思的是:為何在地方社會當中，國家出台的正式

制度常常處於失靈狀態，法律的權威無處落地;為何非正

式制度因著利益、權力等因素的構陷，促使正式制度陷於

隨意化、私人化。而這一系列問題的頻繁出現，則是一套

非個人關係的、普遍主義的，有著公眾契約意義的公共規

則的缺位所導致的。這也使得在缺乏公共規則的情勢下，

一旦國家認真執行「法制 J '便會傷及「人情J '或強力

推行，或「法不責眾」姑息了事;一旦涉及宗教問題，便

遭遇爭議，甚至抗爭，在政權層面容易浮現宗教滲透疑慮，

在宗教層面則迅速敢動「宗教逼迫j 記憶，從而造成事態

不斷擴大化。其最終結果也使國家治理體制在「治一亂」

之間循環，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此消彼長，一個真正意味

的法治社會及其建設，始終是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對於中國、中國宗教而盲，真正的「法治」

實際上即是在於構築為一個公共權威，凝男更為一套法治社

73 格爾吉克著，楊德睿譯， {地方知識:} ，頁 253 。

74 Mary Douglas, How Institutions 11zink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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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公共規則。而在基督教層面則需要實現信仰方式的現

代轉型，以與法治社會相輔相成。 75

某種程度上說「教堂」信仰方式是由教會傳統所型塑，

由宗教管理政策所規定，最入在地方信仰慣習之中的產

物。 76然而， r教堂」信仰方式對象化之後所造成的種種「違

章J 事實則提醒 Z 市基督教必須發揮反思性:如何走出「教

堂J 信仰方式的圍牆，建立有社會延展性的教會;如何用

公義信仰涵化信眾，將信仰從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方式中釋

放出來;如何在沒有公民傳統的社會中鍛造公民基督徒，

構建公民信仰方式，參與到法治社會的建設中去，參與到

社會公共規則的制定、運作和維持當中去，形成教會與社

會的良性互動。這才是基督教會在地性、社會化或中國化，

信仰方式之現代轉型的核心。

而如何在權威消解的年代塑造權威，如何在非正式規

則通行的社會建構公共規則，確實是一個難題，但卻是不

得不解決的問題。

關鍵詢:信仰方式土地規則宗教管理土地整治

作者電郵地址 clozeshaw@gmail.com 

75 李向平， <公民基督徒與基督教的中國化問題卜《文化從橫)2014 年第 8 期，真 104-109 。

76 這不單單見於Z市宗教社會，亦顯然見於正處於基督徒增長期的其他地區一一興建教堂

成為教會事工的核心。筆者二0一五年七月在其他地方基督教會進行田野調查，也發現
該地區幾乎村村皆有教堂，存在互相攀比現象，不少教會為興建教堂背負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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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special action of land reclamation (land

control act) in city Z of province A, some Christian churches 

were identified as “i1legal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materials gathering 企om these “i1legal" churches in 

city Z , this article applies “belief pattem (Xinyang Fangshi)" 

as the core concept to analyze motivations and operati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govemment and Christians in 

this process 企om the perspective of “ land rule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Church",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local 

belief pattem, which was objectified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led to the “Church Building Fever", is the antecedent 

cause of these i1legalized churche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勾'Pica1 “i1legal church" cases,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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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s 也at the religious land use has adopte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esulted in the suspension of formal system 

and involution of local govemment, along with the 

“conspiracy" or “co-o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ristian churches for shared 扭terests， all fostering 也e

springing-up of “i1legal churches" in va可姐g degrees. In 

summ訂y， a series of problems regarding “i1legal churches" 

indicates 血e lack ofpublic order in a local society. 

Keywords: BeliefPattems; Land Rules; 

Adminis仕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L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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