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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

楊連生（1924-2009）

他作了一輩子中共黨員

在臨終病榻上

在他的請求下

接受洗禮

歸入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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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i

序
郭承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很高興看到楊鳳崗教授的《宗教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

存續與復興》中文版問世，讓華人讀者更方便瞭解這位當代中國宗

教社會學巨擘的思想主軸與知識分子情操。楊教授的研究以「宗教

三色市場理論」著稱，把政治經濟學的「宗教市場理論」巧妙修改

後，應用到中國宗教社會學的分析，以解釋中國的官方宗教團體和

地下的宗教團體，在列寧式黨國體制下，如何生存或擴張他們的宗

教影響力。國際上和華人地區對於中國宗教社會之研究，使用「宗

教三色市場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整體政教關係，或者各宗教的政

教關係，恐已汗牛充棟，堪稱是 21世紀中國宗教社會學的新典範

（new paradigm）。

本書更反映出楊教授身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操。《宗教在當代

中國》嚴肅地暴露出當代中國列寧式黨國體制下的各宗教團體，雖

然能夠維持一定「信仰自由」的空間，但是他們的「宗教自由」是

在「國家利益的前提和黨的指導下」進行，而且是隨著國家領導人

變動和地方差異而忽寬忽鬆。這對於復興中國宗教文化的傳統，以

及保障人民宗教的情感，所產生的影響為何，是讀完此書後讓人憂

國憂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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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自序

本書能夠納入「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系列叢書，既是

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個結果，也是主題適當的契合。在這本書的英文

原著剛剛出版不久，我就在 2012年來到國立政治大學舉行了系列

演講，匯報我在此書中的研究，並且與宗教研究所的很多學者和研

究生有深入的交流。那些交流的心得，對於我隨後進行的進一步深

入研究很有助益。其中一些新的研究，我已於 2019年 6月在政大

的第二次系列演講中進行了匯報，並且整理成書，納入這個系列叢

書之中。政治大學的同仁先後兩次系列演講的邀請，這使得我的研

究不僅僅停留在英語世界，而且能夠跟更加廣泛的中文世界有所交

流，對此我心存感激。

對於中國社會中的宗教進行社會科學性質的研究，或許可以上

溯到馬克斯‧韋伯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此書德文原著

在 1915年初次發表，1920年在他去世前修訂出版，1951年出版了

英譯本。我最初閱讀的是英文版，其中有楊慶堃的一個長篇導論。

我見過最早的中譯本是簡惠美翻譯（遠流出版社，1989 出版）。韋

伯對世界上幾個主要社會中的宗教進行了對比研究，這是其中的

第二部，之前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後有《印度的宗

教》、《古猶太教》等。做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接續韋伯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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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做比較研究，一定要放在和其他社會、其他宗教的比較當中

來看中國的宗教或者華人的宗教。

不過，韋伯並沒有到中國親身做田野調查，他參考了很多人

有關中國宗教的研究文獻，其中也包括一些人類學的研究和遊記見

聞，但很有限。因此，雖然他的論述有很多洞見，但是缺少歷史

維度，似乎儒教和道教在千年帝國一成不變。其實，他撰寫此書

之時，中國正在經歷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已經掙脫了皇權帝國的

統治，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因為驅動韋伯的研究問題是

「為什麼現代理性資本主義在基督新教社會中首先出現，而沒在其

他宗教主導的其他社會中首先出現」，因此，20世紀初期中國的發

展未能引起韋伯的足夠重視。而且，他把佛教放到印度宗教中去論

述，就更加違和。佛教在近現代印度微乎其微，主要是在中國、東

亞、東南亞社會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也就是說，韋伯雖然是對中

國宗教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最早的學者，但是他所研究的不是近現代

中國的宗教。

社會科學的研究跟文史哲的研究有些不一樣，強調的是

empirical research，這個詞有兩種常用的翻譯，「實證的」或是「經

驗的」，我偏向使用「實證的」，是指對人們的行為及其相關結果

進行實際觀察。這是楊慶堃（C.K. Yang）在 1961出版的那本書，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要靠 empirical evidence

來說話。自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行一

些看法，認為中國人一向宗教觀念淡薄，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存在

及其地位微不足道。但是，楊慶堃的社會學研究打破了這樣的迷

思。他用大學生所做的田野調查和地方誌裡的豐富資料，揭示很多

村莊具有很多寺廟這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從而論述說，中國宗教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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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形態上與西方社會有所不同，即不是以制度化的宗教為主，而

是以混合型的宗教為主，但是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廣泛存在及其社

會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楊慶堃的這部經典著作，引發很多中西

方學者對於中國社會中宗教的實證研究。

楊慶堃這本書的最後一章是「共產主義作為一個新的信仰」，

但在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出版時，卻被武斷地略掉了，這不僅是

可惜的，而且是基於對現實的誤判，錯失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難得

機遇。其實，在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

社會實驗，其中包括徹底消滅宗教，用無神論共產主義取代宗教。

這場實驗以失敗告終，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宗教場所被全部關

閉、宗教活動被完全禁止，但是各個宗教事實上得以存續，有的宗

教的信徒人數甚至有所增加。從 19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中，

儘管黨國不斷加強對於宗教的管控，但很多宗教紛紛復興。宗教

在這樣的黨治下得以存續和復興，這本身具有極大的理論和現實意

義。中國的實驗付出了慘重的人文和社會代價，學術研究應該對此

進行嚴肅認真的總結，從而貢獻於人類對於宗教現象的社會科學認

知和理解。我的這本書可以視為接續楊慶堃先生的努力，對中國當

代社會中的宗教進行宏觀的社會學研究。

在這本書中，我也接續涂爾幹關於宗教的定義。怎麼去界定

宗教？什麼是宗教？什麼不是宗教？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語境

下，哪些東西被定義為宗教，哪些被定義為不是宗教？關於宗教的

定義問題，在學術界有很多爭議。我覺得有必要回到涂爾幹，看看

他是怎麼界定宗教的，同時也要指出他的定義有什麼侷限，予以修

訂。我們需要沿著前輩學者開拓的學術道路往前走。

不僅是接續前輩學者，而且應該在與國際學術界的切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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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達成宗教社會科學發展的進步。這本書講的是宗教在當代

中國社會中的變遷，在理論上回應一些當前國際宗教社會學界所關

心的理論問題。宗教在中國社會中，在極權和威權黨國管制之下得

以存續並且復興，這些事實已經說明，那種聲稱宗教注定在現代化

過程中走向衰落的世俗化理論是不符合現實的，我們無法用那樣一

種理論來解釋當代中國宗教的現實。

這本書和之前的相關論文最先用英文發表，在中國和西方學術

界引發了很多關注和討論。中國宗教三色市場的論文獲得美國社會

學會宗教社會學分會的傑出論文獎，已經有兩個中文譯本，一個是

簡約版，2006年發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另外一個是全文完

整翻譯版，2008年發表在《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此

文的日文翻譯也已在日本發表。2017年此書被翻譯成韓文在韓國

出版，2020年被翻譯成義大利文在義大利出版，俄語版正在翻譯

之中。不過，整本書的中文翻譯，卻遲遲未能出版。其中一個原因

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從相對寬鬆的 21世紀第一個十年，轉

而日趨惡化。不僅對於宗教的管控越來越嚴，而且對於宗教學術研

究的出版加緊審查，直至關閉我的博客、禁止我的書文出版、禁止

我做公開的學術演講、禁止我參加學術會議。

不過，自然有四季輪換，人世有左右搖擺。這本書對於宗教在

中國社會中的存活與復興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如果這個解釋是可

靠的話，那麼，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復

興不可阻擋，對於宗教的學術研究也終將渡過在中國大陸暫時的寒

冬，迎來春華秋實。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的各位同仁，特別是謝世維

教授，感謝此書的多位譯者，使得這本著作的中文版在這個時候面

世。譯者包括胡佳音、呂珺，並且參考了「三色市場」論文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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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譯本，那個版本的譯者是楊江華。更令我感恩不盡的是，我們依

然有一方自由的天地，可以堅持不懈地延續和推展對於中國宗教的

學術研究。

自從宗教經濟學或宗教市場理論介紹到中國以後，很多中國

大陸的學者、政治理論人士和黨政官員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反應，有

積極肯定的，也有激烈批判的。至今為止我未曾進行文字的直接回

應，而是用新的實證研究進行一定程度的間接回應。不過，在 2020

年編輯一本新的英文論文集時，出版社提出要求，要我總結一下三

色市場理論在中國的接受情況，因此撰寫了一章，中文以「宗教市

場理論在中國的來龍去脈」為題，列為本書最後一章，希望幫助讀

者了解原委，並且可以循跡研讀相關文獻，甚或做更加深入的理論

辯駁和探討。

楊鳳崗

2021年 2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