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青少年對宗教信仰的看法」調查初步報告
前⾔ 
教研中⼼於2018年8⽉至9⽉，針對台灣⾼中⽣初探他們對宗教信仰的認知與信念。回收的有
效問卷為100份。進⾏本調查的主旨有三：⼀，探索家庭成員的宗教信仰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瞭解青少年參與宗教活動的情形，以及對⾃身宗教信仰內容的認知︔三，瞭解青少
年對宗教信仰的忠誠與信任度。

硏究⽬的及⽅法 

本問卷調查並非以普查為⽬標，係使⽤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透過個⼈關係網
絡和facebook臉書以及line群組聯繫受試者。期待透過此研究探索部分青少年對宗教信仰的
認知與信念。

統計數據結果 

受試者背景資料

性
別
Ｎ

年齡

平均數

信奉

宗教
Ｎ ％

男
性

44 16.55

基督教 21 47.6
佛教 8 18.2
道教 5 11.4
天主教 1 2.3
⼀貫道 0 0
都信 1 2.3
沒有 8 18.2

性
別

Ｎ
年齡

平均數

信奉

宗教
Ｎ ％

女
性

56 15.59

基督教 24 42.8
佛教 13 23.3
道教 7 12.5
天主教 4 7.1
⼀貫道 1 1.8
都信 1 1.8
沒有 6 10.7

宗教信仰 Ｎ ％

基督教 45 53.5%

佛教 21 25%

道教 12 14.2%

天主教 5 5.9%

⼀一貫道 1 1.1%



家裡主要/多數成員的宗教信仰

受試者第⼀次接觸宗教的年齡，平均數是5.11歲，由背景資料及所信奉的宗教信仰對照
觀察，可⾒家庭或⽗母親原有的信仰傳統，對於青少年的信奉宗教信仰有⼀定程度的影響。

問到青少年比較信任的宗教時，統計數字如下：

1. 基督教52%（男44.3%，女55.7%）

2. 佛教22%（男63.6%女36.4）

3. 道教12%（男33.3%，女66.7%）

4. 天主教6%（男33.3%，女66.7%）

5. 民間信仰5%（男80%，女20%）

6. 其他4%（男75%，女25%）

7. ⼀貫道1%（女100%）

此題是複選題，複選者僅有2位，可⾒青少年對於原本⾃⼰信奉的宗教有較⾼的信任感
或忠誠度。從整體統計來看，37%的青少年比較信任他們所信奉的宗教，理由是「從⼩就信
奉該宗教」。



多久⼀次參加宗教活動 

提到宗教信仰對受試者⽽⾔的重要性，回答「普通」有33%、「很重要」有32%，「重
要」有30%，可⾒認為宗教信仰對於至少超過六成的青少年來說是重要的。進⼀步觀察「基
督徒」受試者的情況，看到有55.5%青少年認為信仰對他們⽽⾔「很重要」，有35.5%的青
少年認為「重要」，也就是說⾼達91%受試者認為基督信仰對他們⽽⾔是重要的。

有⼀現象值得探討：有信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達99.7%，卻有18%的青少年完全沒有
參加宗教活動，再進⼀步分析宗教信仰對「不參加宗教活動者」的重要性：包括「普通」、
「不重要」、「很不重要」、「不知道」，這些答案就占掉70.6%，⽽認為「重要」、「很
重要」的基督徒有8.3%，這看起來有些弔詭，認為基督教信仰對他們⽽⾔是重要的基督徒青
少年，卻沒有參加任何宗教活動。然⽽，尚爲可喜的是，整體來看，認為宗教信仰是「重要」
的青少年仍超過六成，雖然頻率不⼀，但其中⼤多數青少年都會參與宗教活動。這裡總結⼀
個直接的觀察：認為宗教信仰重要的青少年，比較樂意參與該宗教的活動︔反之，則對於宗
教活動的參與度是相對的低。

信奉「基督教」的45位青少年當中，其參加宗教活動頻率如右：每天⼀次6.6%，⼀週⼀
次68.8%，⼀個⽉⼀次8.8%，半年⼀次4.4%，⼀年⼀次6.6%，不⼀定2.2%，沒有參加2.2%。
我們看⾒，每週⼀次者占⼤多數，這應與教會每週舉⾏⼀次主⽇禮拜有⾼度相關︔⽽除了每
天⼀次和每週⼀次基督徒受試者之外，24.2%的基督徒青少年聚會可能是不穩定的。⽽回應
「其他」者，整體青少年有70.8%表⽰⾃⼰並沒有參與任何宗教活動，前三順位分別是：佛
教25%，道教16.6%，基督教8.3%。

在信仰內容的認知上，73%青少年認為有絕對的真理，其中90%是基督徒，這讓身為教
牧的筆者稍稍感到欣慰。整體⽽⾔，青少年認為有神（9 1 %）、有鬼（7 9 %）、有天堂
（73%）、有地獄（73%）、⼈有靈魂（36%），⽽僅有三成以下的青少年，會相信輪迴
（23%）、星座（20%）、算命（13%）。後三項與前⾯幾個項⽬的據落差不⼩，這與⼀般



民眾覺得青少年很喜歡討論、研究星座及算命等預測未來的想法，似乎有些出入，或許可以
費些功夫多花探究其因。

基督徒青少年的統計數據：認為有神（97.7%）、有鬼（77.7%）、有天堂（77.7%）、
有地獄（77.7%）、⼈有靈魂（37.7%）、輪迴（4.4%）、星座（6.6%）、算命（4.4%）。
上圖呈現了全體受試者與基督徒受試者在信仰的信念上的對照。

特別⼀提的是，「⼈有靈魂」這⼀項數據較筆者預期的低很多︔筆者再進⼀步去分析基
督徒當中得到的數據時，發現97.7%的青少年基督徒都相信有神，但相信「有鬼、有天堂、
有地獄」者則下降了近兩成，⽽僅有37.7%相信⼈有靈魂，也有青少年基督徒相信有輪迴、
星座、算命，占了15.4％。這引發筆者的好奇：若僅不到四成的青少年基督徒相信⼈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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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那麼，天堂及地獄、救恩與盼望、現實與永⽣等相關基督教信仰主題，對他們⽣命的實
際意義是如何︖

在哪些時候，您會尋求宗教信仰︖

信奉基督教的青少年，會尋求宗教幫助的項⽬前三項分別是：家庭不和睦76.9%、課業
問題74.3%、考試61.5%。這個情況⼤致上與全體受試者的情況差距不⼤，差異性較⼤是
「健康問題」，這對基督徒青少年來說排序是在倒數第三名。

這樣說來，受試者當中不論是否為基督徒，家庭和睦與否及課業與考試，都是青少年非
常關⼼的切身問題，這些比⼀般⼤眾認為青少年最多的「感情」問題數據更⾼。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您會考慮改宗教︖



這⼀題是複選題，設定的情況包括：「⽗母命令，不信任⽬前信奉的宗教，對神職⼈員
失望，神職⼈員傳教，同儕壓⼒，⾯對死亡時，跟流⾏」等。從此圖表可以看到選擇「其他」
的比例最⾼，這些青少年表⽰他們並「不會」考慮改宗教。

整體來看，有超過半數（56%）青少年表⽰不會考慮改宗教，這其中基督徒占51.8%︔
下表對照呈現會讓非基督徒與基督徒青少年考慮改宗教的因素。

針對基督徒受試者詢問為何信任基督教時，他們的回答⼤致分成幾類：對基督教抱持憑
信⼼的態度、從⼩受到⽗母的影響、從⼩受教會牧養，喜歡上教會、被聖經信息吸引、基督
徒的⾒證等等。這幾項回應當中，依然是「從⼩受到⽗母的影響」為最多。這些數據讓我們
看⾒「⽗母親」的因素在青少年信奉宗教上的影響甚⼤！教會如何得著這些⽗母親，成為青
少年事⼯很重要的關鍵。

與非基督徒對照之下，筆者較多關注到「對神職⼈員失望」這⼀項，占了不少的比例，
或許這是教會青少年流失的原因之⼀︖不僅如此，青少年正值需要效法對象的年齡，教牧同
⼯應當花費更多⼼⼒去關注這⼀點。

您認為下列哪些藝⼈是基督徒︖

梁⽂⾳ 66%
張惠妹 54%
陳建州 45%
張震嶽 44%

蕭敬騰 32%
王⼒宏 27%
周杰倫 25%
⼩    ⾺ 22%

陶    喆 20%
林俊傑 20%
吳宗憲 19%
鄧紫棋 19%
吳建豪 15%

李玖哲 14%
魏德聖 13%
宋慧喬 11%
鄭秀⽂ 10%
伍    佰 10% 

這⼀題是複選題，認為以上名單的演藝⼈員是基督徒的受試者，認為他們有哪些特質或
形象使他們認為是基督徒，經過歸類之後的前四個主要因素如下：

基督徒

⽗父⺟母命令 37.5%

對神職⼈人員失望 31.2%

不信任⽬目前信的宗教 25%

同儕壓⼒力力 6.2%

神職⼈人員傳教 6.2%

⾯面對死亡時 6.2%

跟流⾏行行 0%

非基督徒

⽗父⺟母命令 60.7%

不信任⽬目前信的宗教 17.8%

神職⼈人員傳教 14.2%

同儕壓⼒力力 10.7%

⾯面對死亡時 10.7%

對神職⼈人員失望 10.7%

跟流⾏行行 7.1%



1. 有聽過 29% 

2. 主動關注 23% 

3. 性格特質 17% 

4. 主動公開基督徒身分 15% 

  

 青少年時期很需要可以效仿的對象或典範，我們當然不能倚靠明星光環，不過，教會或
福⾳機構仍然可以參考以上數據來考慮，根據⾃身的能⼒與平台，投入多少資源、使⽤什麼
樣的媒體宣傳、開辦什麼樣的福⾳活動，可以達到上述的因素，進⽽產⽣「代⾔⼈效應」的
⽬標。 

總結與討論 

⼀，探索家庭成員的信仰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青少年所信奉的宗教與家庭成員的主要宗教信仰統計數據⼤致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超過
七成青少年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從幼年時期⼤約五歲開始，便受到家庭或⽗母親原有信仰傳統
的影響。 

 探討青少年事⼯，總離不開兒童事⼯的奠基作為起點。筆者想起中國主⽇學協會出版的
兩本書：《兒童⼤未來》及《下⼀個約瑟》。前者談到孩⼦在九歲時就信仰就可以定型（到
⽼不偏離），後者論述教會規劃兒童事⼯時，也需要將家長、兒童事⼯的同⼯以及青少年事
⼯同⼯的三⽅⾯配搭和牧養架構也涵蓋進去，形成所謂「⿈⾦三角」。 加拿⼤華⼈神學院1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教授劉⽟茵博⼠亦主張，在兒童主⽇學式微、或是聚會型態多樣化的今
⽇教會，即便是產⽣斷層或少⼦化問題，教會投注在教導事⼯之時，「應同時考慮『代際培
育』（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的必須性」。  2

 今天，教會在擔憂並探討教會內的少⼦化及斷層的問題，建議應該及早回過頭思考：對
內如何在兒童靈命成長的「⿈⾦時期」投注更多⼼⼒及軟硬體資源︖以及對外如何⽤諸般的
智慧，傳福⾳給台灣其他兩百多萬尚未認識主耶穌的兒童︖更進⼀步的，透過強化「⿈⾦三
角」的配搭與牧養，鞏固兒童/青少年、家長以及教會之間的牧養關係。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中國主⽇學協會】 

【華⼈基督教教育促進會】 

⼆，瞭解青少年參與宗教活動的情形，以及對⾃身信仰內容的認知

 請參參考這兩兩本書：喬治巴納著，黃⽟玉琴譯，《兒童⼤大未來來》，2007，中主。賴特福樂著，恩約譯，《下⼀一個1

約瑟》，2010，中主。

 劉劉⽟玉茵，〈屬靈的家—代際培育的必須性〉，2018，未發表。2

https://www.cssa.org.tw/publish/product/%E5%85%92%E7%AB%A5%E5%A4%A7%E6%9C%AA%E4%BE%86/
https://www.cssa.org.tw/publish/product/%E4%B8%8B%E4%B8%80%E5%80%8B%E7%B4%84%E7%91%9F%EF%BC%8D%E5%BB%BA%E9%80%A0%E5%AD%A9%E5%AD%90%E5%B1%AC%E9%9D%88%E7%94%9F%E5%91%BD%E7%9A%84%E6%B0%B8%E6%81%86%E7%AD%96%E7%95%A5/
http://www.ceftw.org.tw/
https://www.cssa.org.tw/aboutcssa/
https://naccea.wordpress.com/


10%基督徒受試者認為信仰對他們很重要，卻沒有參與任何教會的活動，其因為何︖青
少年需要知道⾃⼰在家庭、學校、教會、社會、世界當中的定位，以及他們⽣命的重要性。
他們需要親身經歷神同在、⼈同伴，青少年事⼯必須「以⽣命影響⽣命」，領袖作他們的教
練，讓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體會到，神對他們的⼈⽣如何動⼯，讓這些重要的「宗教經驗」幫
助他們信仰⽇漸堅穩。

《⽣命影響⽣命》

《師徒關係》

令⼈驚訝的是，不到四成的青少年基督徒相信⼈有靈魂，那麼，天堂及地獄、救恩與盼
望、現實與永⽣等相關基督教信仰主題，對他們⽣命的實際意義是如何︖青少年對這些議題
背後的神學思考可能有哪些︖ 

【青少年體驗教育達⼈：洪中夫⽼師】

《家庭真理教室：青少年基督教教義問答》

蔡珍莉⽼師的建議

《每個孩⼦都是神學家》 

《七毒思》 

三，瞭解青少年對宗教的忠誠與信任度

近年來國內外不少藝⼈受洗歸信耶穌，也有很多世界級運動明星基督徒⼤⽅在場上表達
信仰，這些⾼知名度⼈物多多少少對青少年有其帶動性及⽂化影響⼒。但這些明星光環消褪
得很快，甚至基督徒藝⼈爆出極為負⾯的新聞，教會長久使⽤名⼈代⾔、明星光環吸引青少
年進教會的⽅式，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這個調查看⾒「⽗母親」對青少年是否考慮改教的因素影響最⼤。
⽽對基督徒青少年⽽⾔，神職⼈員及是故，教會如何得著社會上為⼈⽗母者，成為青少年事
⼯極重要的關鍵。另⼀⽅⾯，數據也顯明了青少年尋求宗教幫助最多的情況是：「家庭不和
睦」，這是他們最在乎的事情，教會可以設法把握這個傳福⾳的切入點。 

《帶著孩⼦⾛出青春的迷宮》 

「唯獨聖經的青少年信仰更新」 

 超過半數受試者表⽰不會考慮改宗教，這其中基督徒占了51.8%。相較之下，非基督徒
受到「⽗母的影響」⾼出基督徒許多︔⽽基督徒「對神職⼈員失望」及「不信任⽬前信的宗
教」的統計數字旗⿎相當，這是否稍顯青少年事⼯上的教牧危機︖ 

 ⾏筆至此，要向各位報告以下幾點：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371438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330336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51433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1163
https://cdn-news.org/news/15662?cat=%E6%B4%BB%E5%8B%95
https://shop.campus.org.tw/ReadingBanquet/17.7-8/TheologicalYouthMinistry.htm
https://www.cssa.org.tw/publish/product/%E4%B8%83%E6%AF%92%E6%80%9D%EF%BC%8D%E4%B8%83%E7%A8%AE%E4%BE%B5%E8%9D%95%E5%BF%83%E9%9D%88%E7%9A%84%E4%B8%96%E4%BF%97%E8%A7%80%E9%BB%9E/
https://shop.cssa.org.tw/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roduct_id=6407
https://wp.ces.org.tw/%E3%80%90%E8%8F%AF%E7%A5%9E%E9%99%A2%E8%A8%8A%E3%80%912017%E5%B9%B47%E6%9C%88-3/


 第⼀，這項調查採⽤滾雪球⽅式抽樣，僅於某些特定的⼈際網絡當中取得樣本，⽬前這
項研究調查⽬前仍持續進⾏中，期待能累積更多的數據，以利後續更準確的觀察分析。 

 第⼆，台灣教會可運⽤、配搭的基督教機構資源無數，這是其他地區華⼈教會很羨慕的
地⽅（我們應更加珍惜才是）。呼籲台灣教會可以敞開⼼胸，與其他功⽤不同的肢體連結配
搭、聯絡合宜，最終⽬標是使得神國事⼯更加昌盛，信徒靈命更加強健。 

 第三，本研究調查上有未盡之處，有許多尚可進⼀步細究的主題，有待往後中⼼繼續努
⼒發掘。 

  

教研中⼼的運作全靠弟兄姊妹的奉獻⽀持，若您認為透過各類型的研究調查，對教會是重要
的，求神感動您樂意以奉獻⾏動讓教研中⼼能⾛得長遠！ 

https://cccerc.com/%E5%A5%89%E7%8D%BB%E6%94%AF%E6%8C%81/
https://cccerc.com/%E5%A5%89%E7%8D%BB%E6%94%AF%E6%8C%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