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靈魂爭奪戰
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

2017年

自由之家中國宗教自由報告



關於作者

薩拉 ∙ 庫克是自由之家資深東亞研究分析員，為本項目主任以及報告作者。她主持《中國媒體快
報》，每月一期，以中英文兩種語言提供有關中國新聞和言論自由方面的新聞和分析。她還是兩
份自由之家特別報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壓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
及《中國審查制度的陰影：中共媒體管制如何影響全球新聞媒體》（2013年）。

研究、編輯和顧問團隊

五名精通中國宗教群體的專家（三名博士候
選人、一名獨立研究員、和一名記者）為
本報告的五個章節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
們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
家編輯),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議負
責人), 以及實習生Bochen Han 與 Cathy 
Zhang 提供了編輯和研究協助。三名希望
匿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擔任了學術顧問。

致謝

本報告因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別
感謝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見和反饋。Garry Fey
擔綱圖像設計師。 

目錄

概述	 1

總論	 4

變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機制	 15

圖表：關鍵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圖：各省宗教迫害情況	 25

I.	漢傳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蘭教	 66

IV.	藏傳佛教	 86

V.	法輪功	 108

建議	 130

封面說明	

在2016年2月藏歷新年期間，大量中國軍人 
在甘肅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爭爆發。 
(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本報告所描述的種種事態發展，給中國和國際社會既造成了損失，也提供了機遇。人身傷害、家
庭破碎、生命損失幾乎每天發生，但是人們也發現了信仰宗教、減少迫害和利益同胞的新途徑。

將近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受到中國政府宗教政策的影響。在這個群體中，按照本研究報告的評
估，有估計8千萬到1億2千萬的信眾屬於遭受“嚴重”或“非常嚴重”迫害的信仰團體，這凸顯
了他們迫在眉睫的困境。

如本報告概論部分所述，黨國體制與宗教團體關係的遠非僅僅局限於一特定的政策領域，而深
刻地影響到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在一個愈發相互連結的世界，雙方的互動及其後果影
響超越中國國界。

本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實現法治、提高言論自由、減少腐敗、保障社會穩定和構建真正的民
族和諧方面，中國當局沒能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除非他們能開始放鬆宗教管制、停止官員免責
權和釋放宗教犯。事實上，持續不斷的打壓反而可能違背中共、外國政府和國際人權團體所共
同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

與此同時，儘管本報告力圖對中國的宗教復興、打壓和反抗提供一個綜合性評估，但是有關這
個議題還有很多方面需要進一步調查。

有鑑於此，自由之家敦促中國政府、外國決策者、國際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新聞記者和研究
人員立即盡可能地採取下述建議措施： 

A. 對中國政府的建言
•	 	採取更加包容的管制架構。在法律框架內，採取確立宗教場所的法人地位和放寬登記註冊

規則等措施，擴大宗教活動空間。一個可能的變化是取消宗教場所必須隸屬於“愛國協會”
的規定，從而可以使更多的基督教“家庭教會”、佛教和道教寺院廟觀，以及像法輪功這樣
的非正式團體得以合法與公開運作。 

•	 	放開對特定人群參加宗教活動的限令。解除對兒童宗教活動的限制，讓有關規定符合中國已
經批准加入的《兒童權利公約》。解除對新疆和西藏地區一般信眾宗教活動的限制，尤其是
公務員和教師這樣的政府雇員，讓他們可以從事伊斯蘭教“五功”和藏傳佛教日常主要信仰
活動。

•	 	撤回那些嚴重限制宗教信仰空間的武斷決定。中共的若干宗教政策法律基礎薄弱，形成程
度不一的打壓，並導致了信眾的強烈反抗。中共應當考慮撤回這些決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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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允許藏人尊崇作為宗教人物的達賴喇嘛。停止在國家媒體對他進行誹謗，停止混淆宗教
信仰與政治分裂主義，停止懲罰那些擁有達賴喇嘛畫像和教導資料的信眾。

o 廢除對法輪功的禁令，裁撤凌駕法律之上的“610辦公室”。
o 停止浙江省拆除教堂十字架的運動，允許禮拜場所重新安放被拆除的十字架。
o 解除對信眾的國內外旅行限制，包括宗教學習或朝聖。解除對新聞記者和研究人員前往

宗教衝突地點的限制，例如維吾爾和藏人聚居區。

•	 	釋放所有宗教犯。釋放那些僅僅因為和平行使宗教自由和宗教表達權利而遭到監禁的所有
個人，包括那些記錄在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CECC）《政治犯資料庫》中的人士。 
在未來涉及宗教信徒的案件訴訟過程中，給予法官更大的權威來區分和平宗教活動與暴力
行為。

•	 	採取措施停止官員免責權。按照廣泛的司法改革嘗試，鼓勵法官在涉及宗教違法的案件
中，拒絕採納那些透過酷刑所獲得的證據。調查所有酷刑指控，以及所有在被拘押期間或
在安全部隊手中的可疑死亡案件，起訴本報告所提及的所有非法致死案件的相關責任人。
信守中國作為《反酷刑公約》成員國的承諾，落實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的相關建議。

•	 	停止利用囚犯進行器官移植。終止所有利用囚犯進行器官移植的行為，促使建立獨立自主
的國際稽核機制，審核器官來源，以證明器官捐贈體系是完全自願和透明的，而非犧牲死
囚犯和宗教犯。為調查這一問題的國際專家提供簽證、旅行自由和取得醫療檔案和與相關
人員對話的途徑。

B. 對美國、歐洲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建言
•	 	把宗教自由作為與中國政府關係的優先考慮事項。鑑於中國侵害宗教自由的規模和嚴重

性，以及世界各國中憂心此一發展的共同信仰者，宗教自由問題值得民主國家政府在與中
國官員交往時予以特別關注。 

o  就落實上文所述建議向中國政府施壓。
o 確保政府各級官員，包括總統或首相，以及各個機構在與中國官員們所有的會談中既要

提出總體上的人權問題，也要特別提到宗教自由問題（在美國，這應該包括來自白宮、
國務院、財政部、美國國際發展署和國會的各級官員）。

o 任命中國問題專家擔任宗教自由大使。中國政府是全世界最惡劣和最無孔不入的宗教自
由侵犯者之一，但同時它也是一個老練的外交談判者。根據過去的經驗，那些和中國打
過交道的受委任者能夠更有效地接觸中國官員並提出這些敏感問題。

o 在提出這些問題時，要結合其他重要的人權問題（比如司法改革或言論自由），並且要
提到所有相關的宗教團體，慎選語言，避免無意間強化中國政府正當化其宗教限制和誹
謗信眾的論調。

•	 	吸引人們關注侵權事件以及這些事件與他國之國家利益的關聯。	

o  強調那些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監禁或迫害的具體個案。前政治犯不斷提及當外國官員提出
他們的案件時，他們在獄中的待遇會有所改善，有些情況下他們甚至會由於這樣的干涉
而獲釋。

o 發表公開宣言和私下外交行動，即時針對當地發生的事件作出反應。
o 在國會採取行動，包括舉行聽證會、在議事廳發表演說、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美國、中

國和其他國家官員遞交公開信以及起草有關立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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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前往中國訪問的機會。在訪問中國之前，各國官員（包括總統、首相、其他內閣
成員、部長、副部長、聯合國特派員、大使和議員等等）應該做到以下事項： 

o 與近期逃離中國的宗教信眾會面，聆聽他們對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記述，瞭解緊迫問題。
o 在籌備與中國省市級官員會面時，利用可以公開獲取的資源確定當地宗教自由狀況和那

些遭遇迫害的當地信眾的姓名。這些資源包括自由之家這份報告的附件地圖、美國國會
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政治犯資料庫》以及各人權團體的個別案例報告。

o 在訪問期間或之後，如果該地區宗教迫害有所增加，做好準備進行有力的回應，例如
2016年在20國峰會前後出現的基督徒遭迫害案件。 

•	 	加強對侵犯宗教自由行為的懲處。	

o 對於那些對宗教信眾進行虐待、酷刑和迫害的官員實施禁止入境和財產制裁。很多中國
官員因私人事務前往美國或歐洲旅行，並在國外銀行帳戶上擁有資金。通過拒發護照和
凍結海外資產來懲罰作惡者是一個有效途徑，可以確保這些人受到正義的制裁並防範未
來的施暴者。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這些措施的實施不需要制定額外的法律。例如，
根據《國際宗教自由法案》（IRFA），對於那些曾經從事“特別嚴重的侵犯宗教自由”
行為的外國官員以及他們的配偶和子女，美國政府可以拒絕他們入境。

o 立即擱置或取消中央和地方或是省級官員的正式訪問或交換計畫，以回應嚴重的宗教迫
害事件。

o 對於美國政府，要按照《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將中國繼續列為“特別關注國家”
（CPC），並根據這項法律施加額外懲罰。自1999年以來，中國每年都被列為“特別關
注國家”——即“從事或默許系統性的、持續的惡性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但是美國
行政部門通常選擇不去按照《宗教自由法案》實施廣泛的經濟制裁。

•	 	實施多邊行動。	

o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民主國家應當參照最近一份有關中國的廣泛人權問 
題的聯合聲明，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譴責中國對宗教信眾的迫害以及部分宗教團體日益 
惡化的處境。有些國家或許有選民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通常不會 
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其中包括印度、印尼和韓國。外交部門應該鼓勵這些國家參與 
多邊行動。

o 各國議會間的行動方案：民主國家的議員們應該就中國宗教自由議題組織進行聯合訪
問，制定共同決議，發表公開聲明或信件。

•	 	資助各類有助於中國宗教信眾的項目、政策和研究。	

o 提供短期緊急資金援助，讓宗教信眾能夠得到醫療服務，獲得法律援助，離開中國或滿
足其他緊急需求。

o 為那些被迫無限期逃離中國的個人提供必要的長期資金援助，他們當中很多人由於其難
民身份而無法工作。

o 捐款人應該支持那些挑戰中國宗教自由狀況的計畫，包括那些因安全考量而設在中國境
外但影響中國當地情況的計畫。

o 政府機構、跨部門專項工作組、非政府組織、新聞記者和學者們從事的研究活動都需要
資助。優先考慮事項可包括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完整記錄以及下文所列舉的其他領域的
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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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北京輸出迫害宗教少數族群的企圖。	

o  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尤其在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層級。
o 確保全面保護宗教團體中的運動人士之結社和言論自由，尤其在中國高層官員訪問 

期間。
o 抵制遣返宗教難民回中國的壓力，近年來一些政府一再實施這一令人不安的做法，尤 

其在南亞和東南亞。

C. 對國際民間社會和宗教組織的建言 
•	 	「認領」中國教友，作為輿論和道義支持。中國境外的宗教機構和信眾團體應當“認領”

那些經查證屬實的宗教犯，為那些和他們享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被害者提供精神的、輿論的、
甚至是資金上的支持，或是通過對其他宗教的成員予以同樣的支持從而達成各宗教團體間
的團結一致。這樣的協助可以包括每週為受害者進行禱告、給外國政府和中國官員寫信、
為被拘押者家屬募集金錢、物資、或所需服務。

•	 	整合各自為陣的維權努力，共享最佳維權方法。儘管各種專門化的人權倡導是重要的和有
效的，但是各種不同的團體可以通過在有共同利益的各種主題上的集體行動來實現影響力
的最大化。支持基督徒、藏人和維吾爾人的海外團體與中國境內的法輪功追隨者應該開展
協作項目和維權運動。他們還應該分享那些有效減少國內教友遭受迫害的策略，例如培訓
草根信眾如何在與官員對話時，聲張他們的合法權利，或是由海外活動人士致電警方、法
庭和檢察官，敦促他們釋放被拘押的宗教人士。

•	 	改善對宗教犯和施害者的記錄。若干人權組織和海外網站對中國的宗教信眾遭拘押和囚禁
案件進行監督，但是這些監督努力在不同宗教團體間是不完全和不均衡的，有時還缺乏國
際可信度。有些計劃方案已經開始對從事惡性虐待活動的中國官員進行身份確認，但是他
們的資料庫也同樣千差萬別，可能需要獨立查證，而且這些資料不全部是英文的。國際民
間社會團體應該填補這樣的空缺，並充分利用能夠獲得的中國政府資料，包括法庭判決，
以補充來自草根信眾的報告。一個聯合資料中心能夠整合、研究和公佈這些資訊。更詳實
記錄犯人和施害者將降低他們的匿名性，改善被拘押者在中國的境遇；給決策者、民間人
權倡導團體、學術交流、商業交易和培訓項目提供相關資訊；強調重大侵害人權事件中的
個人責任；給中國鎮壓機關中的成員提供部分嚇阻力。

•	 	就強制勞動和器官摘除進行聯合調查。這兩個議題影響到多個信仰團體和經濟部門，涉
及強大的跨國元素和嚴重的人權後果。因此，由來自不同專業領域——包括特定的宗教或
民族群體、刑事司法、勞工權益和醫學——的研究者們進行的聯合調查將有助於這兩個議
題的研究。有關宗教犯被迫從事勞動的調查應當聚焦於2013年廢除“勞教”制度以後發生
的變化，並設法識別中國良心犯加工銷往境外的產品，這類產品的進口在有些國家是非法
的。對濫用器官移植的調查應該追蹤中國不斷擴大的器官移植產業中的器官來源，以確定
這些器官在何種程度上是違反捐贈人意志，摘除自不同的宗教犯群體，以及黨和政府官員
們的捲入程度。

•	 	為上述及其他計畫提供非政府資助。私營基金會、個人慈善家和捐贈機構應當為上述各項
提議提供資助，還應該為旨在擴大中國的宗教自由、記錄侵害人權案件和反擊打壓勢頭的
其他各種計畫提供資助。鑑於很多團體在中國所面臨的危險以及一些宗教組織不正規的組
織結構，捐贈者應當建立起一個具有靈活性的資助機制，包括支持那些設立在中國境外但
是對境內的情況能產生直接影響的計畫。 

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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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學者與新聞記者的建言
•	 	審慎選擇語言和資料來源。當寫作有關中國宗教問題時，學者和記者們需要留心他們對官

方言論的採用，以免無意中為那些誤導和誹謗受迫害群體的宣傳背書。他們應該就這些議題
徵求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包括難民們的記述和海外團體的研究成果。儘管各種資料的可信
度各有不同，但是在身居中國境外的受迫害宗教團體成員中，以及他們的外國支持者當中，
有很多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可靠的目擊證人和有價值資訊的提供者。認為他們的觀點或作
品存在固有的偏見而棄之一旁，這本身就是一種偏見，並且非常可能限制國際社會對事件真
實情況的理解。

•	 	為進一步的研究開發新課題。除了上文中提到議題，研究和調查報告的主題還包括： 

o 宗教政策：在2016年實施新的國家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之後，在省級和地方層級，在宗教
政策領域和宗教迫害方面發生的各種變化。

o 經濟緊張關係：尤其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政府的財政誘因和經濟開發遭遇宗
教限制和抵制，這種狀況是否會增加漢傳佛教和道教領導人與官方的緊張關係。

o 天主教：在梵蒂岡和中國政府就主教任命問題顯然即將達成協議的背景下，官方與非官
方教會受到的不同待遇。

o 基督教新教：中國政府對付新教教會的手段變化，包括對政府認可的禮拜場所日益增加
的騷擾，在何種程度上會擴散到浙江省以外的地區，並影響先前政教關係相對寬鬆的其
他地區。

o 藏傳佛教徒和維吾爾穆斯林：在西藏和維吾爾地區對宗教活動的限制如何影響日常生
活，這種侵犯行為是否在持續增加，當地民眾作何反應。

o 法輪功：法輪功在中國境內處境的變化，包括持續中的大規模侵權現象，政策執行力度
不均衡的趨勢，以及對江澤民提起法律訴訟的運動。

o 新興宗教運動：針對新興或是比較小的宗教團體可能的迫害，由於他們不廣為人知和孤
立，常常不在外國觀察者的視線之內。

特別報告: 中國靈魂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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