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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当今世界，宗教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往

往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交汇在一起，宗教问题越来越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普

遍存在的现象。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宗教团体也拥有了越

来越为庞大的财产，如何解决庞大的宗教团体财产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 

我国现行规范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存在

着缺陷，宗教团体主体地位模糊，宗教团体财产的权利归属不

明。这不利于保护宗教团体合法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利益，不利

于理顺政教关系和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宗教团体财产问题

既是政治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应坚持法治原则，重构宗教团

体财产制度。全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共分四章，各章主要内

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就宗教团体财产问题进行概括性的陈述，共涵

盖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宗教团体主体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

对宗教团体定义采取模糊的立法模式，导致各个宗教团体之

间、同一个宗教内部不同层级主体之间以及宗教与国家宗教事

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混乱，解决的方法在于明确

规定宗教团体之定义并赋予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次是宗教团

体财产来源问题，文章在实际调查所得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

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构成，提出了可行的治理模式。最后是宗



 

 

教团体财产处分问题。主要依据实际调查资料，剖析宗教团体

财产处分的具体构成，指出宗教团体财产处分问题的实质。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理论基础。政教分

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研究宗教团体财产问题必须坚持的原则，

宗教团体财产权理论和宗教团体法人理论是研究宗教团体财

产问题的两个理论基础。 

第三章探讨了国外治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立法经验和

我国有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立法现状。主要介绍了日本国宗

教法人法和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的立法经验，阐述了我国的

政策和立法现状。 

第四章提出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四个具体建议。主要

就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用益权问题及登记制度、宗教团体受赠问题

及我国宗教慈善事业制度之建构、宗教团体财产管理方式的规范制

约、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规范和治理等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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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in the world, the religion is a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it often connect with the national relations, it also connect with 
nationality's contradiction and the conflict, the religious question more and more 
becomes the hot topic which the people pay attention. In the world, the religious 
belief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recent year, along with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various religious group also had more and more huge property, how 
solves the hug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is a complex question. 

In the present, the policy and the law about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questions 
existence flaw in our country, the body of the religious group is fuzzy, the right of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ownership is unclear. Which cannot protect the religious 
group legitimate property and other benefits, cannot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ligious group, also cannot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religious. Not only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question is the 
political issue, but also is the legal matter, we should persist the government by law to 
restructure the system of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Beside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part, the text divides four chapters, the primary content of each chapter is 
following: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carries on the concise of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question statement that over three question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group main body. Becaus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dopt the fuzzy 
legislation pattern to define the religious group,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ch religious 
group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chaotic, and the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l religious is 
also extremely complex and chaotic,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chaotic too, the solution lies in 
explicitly stipulating definition of the religious group and entrusts its with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alit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origin,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data that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btained, 
Researched on the constitution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proposed the feasible pattern of government. The third part is on the question that the 
religious group how to handle its property, this part mainly basis on the data that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btained, also analysis the question that the religious group 
how to handle its property, point out the essence of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punishment question.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this article. The theory that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i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question studies must persist to, the theory of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eligious group legal person is the paper main rationale.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d the legislation experience that how to solut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from foreign government and our country, 
and discussed the policy of the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questions in our country. This 
chapter introduced the Japanese religion legal person law and the US non-profit 
corporate model Law, elaborated our country's polic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proposed four concrete suggestions that how to solute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Mainly elaborated on the religious group’s land 
and place rights,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donation of religious and construction the 
system of our country religion philanthropy system; the way of management about 
religious group property; the questions of management about the citizen’s 
non-legitimate belief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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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宗教是人类文化上很普遍很重要的一种现象，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宗教的，

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
①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

进程中，宗教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体现了现今文明的发展程度，在

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科

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也大大提高，虽然

人们对宗教现象的认识由此大大的深化。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不仅存在，

还时有蔓延发展之势。“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人类社会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的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清除宗教

根源的程度，”
②
因此，有必要对宗教的各个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尽力为当今人

们信仰的扭曲与复原、神俗关系的和谐相处以及在当今政教分离制度下世俗社会

对宗教事务所施加的管理模式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宗教团体所拥有的财产是宗教团体自身长期存在并进行相应活动的物质基

础。总体而言，宗教团体获得财产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一方面，通过宗教团

体自身的经营活动获得数量有限的财产，另一方面宗教团体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大

量的捐赠物、财政拨款及其它利益。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里，皇帝、君主

或者国王在利用宗教的同时，也给宗教团体大力的财政政策支持。比如在罗马共

和国时期，罗马国家与基督教相互利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在为世俗政

权服务的同时其财产也相应的急剧膨胀，各种基督教教派得到迅速发展。 

历史上及现今的大多数学者，面对复杂的宗教问题，大多从宗教教义、历史

文化、经济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面对复杂的宗教团体财产问题则缺乏相关研究，

这不仅仅因为该问题的复杂性和边缘、具体性，更因为该问题的敏感性。我国是

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因为多元宗教的发展，宗教给文化、经济、思想

意识、社会观念及政治带来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实际上，不管是在我国，还是

在世界上其他有宗教组织或者宗教现象存在的国家，宗教问题特别是宗教团体财

产问题已经越来越为严峻，如何解决宗教问题特别是宗教团体所拥有的财产问题

变得更为紧迫。因此，合理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日益成为学者和普通公民关注

的问题。 

本文研究的宗教团体财产问题主要集中在宗教团体财产的主体问题、宗教团

体财产的来源和处分问题等。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

探讨现实中存在的宗教团体财产问题，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一些建议，以期为国

家和社会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提供可行的建议和参考。 

                                                        
① 梁漱溟.宗教问题之研究[C].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转引自：中国儒学网

[EB/OL].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liangzj.htm. 
② 龚学增.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J].宗教知识讲座.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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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宗教团体财产问题概述 

第一节 我国宗教及宗教团体现状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世界各民

族和各个国家中均普遍存在，其组织各异，数量众多，难以精确统计。近些年来，

全世界的各种宗教信仰者数量一直持续上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到 1997 年，

宗教信仰者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 81%
①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都与宗教

有关因此，宗教及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已经

有悠久的历史。近些年，一些新兴的民间信仰组织也大量涌现。包括汉族在内，

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

各种信仰活动的开展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的发展也得到了法

律的充分保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

8.5 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 30 万人，宗教团体 3000 多个，宗教院校 74 所。
②
 

但是，在宗教团体（派别）和民间信仰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

一些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现象，我国的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建设还极为缺乏，

国家还仍然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宗教事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面对宗教还将长期

存在并影响社会生活这一现实问题，在坚持法治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更为合适

的方式来管理宗教事务。 

现阶段，我国宗教团体现状的特点有如下七个方面
③
： 

第一，我国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还将长期存

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意识仍将长期存在宗教信仰的现象，因此，宗教

及其赖以存在的实体还将长期存在。我国有一亿多的信教公民，我国的宗教具有

群众性与普遍性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宗教的国际交流活动日趋频繁，

宗教问题也超出一国的范围，成为国际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

的国家，宗教信仰与民族联系密切，呈现出民族性的特征。 

                                                        
① 普林斯顿神学院.2001 年国际宣教工作统计表[J].国际宣教研究学报.2001，(1).转引自：杨慧林.基督

教的信仰背景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基本处境[Z].中央统战部.宗教知识讲座.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5.198-201.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Z].1997 年 10 月. 
③ 王家斌.略论我国现阶段宗教存在的客观性、特点及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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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教的世俗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宗教团体参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也越

来越频繁。历史上，宗教团体往往依靠宗教团体自身的经营和宗教信徒的捐赠获

得财物，并不过多参与社会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团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和其他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近些年，宗教团体为宗教信徒提供的服务

中不再限于宗教信仰，已经扩展到医疗、教育、社区建设、文化、抢险救灾、艾

滋病救助、流浪者庇护等方面，宗教团体的神性色彩越来越淡化。 

第三，宗教团体组织形式多样化。传统上，宗教团体一般以寺庙、教堂、宫

观、清真寺等实体形式存在。但是，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宗教团体的存在形式

已经多样化。比如在新疆南部地区，伊斯兰教为了适应当地牧民的信仰需求，采

取马背传教的方式为牧民提供服务。这与传统的清真寺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其

既无固定的处所和人员，也无固定的传教内容，基本依据牧民的实际需要而定，

因此，这种宗教传播方式被当地民众称为“马背上的信仰”。 

第四，宗教人员和信徒快速发展。从 1900 年到 2001 年中期，各种宗教的信

教人员数量都有非常大的增长，特别是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的教徒呈现出迅猛发

展的现象，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①
。 

第五，宗教团体财产形式多样化。传统上宗教团体所拥有的财产以土地、房

屋、地上建筑物等不动产为主，现在则逐渐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根据笔者的

实际调查，一些宗教团体甚至拥有网络资源，通过网络进行传教、募捐等活动。

这些无形资产的出现丰富了宗教团体所拥有的财产形式，也给宗教事务管理提出

了新的要求。 

第六，宗教的国际性增强。我国现有的四大宗教中，除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

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由外国传入的，都是国际性宗教。这些宗教

都有自己的国际性组织，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强化了宗教的国际联系，各个国家

和地区宗教组织之间的跨国联系和友好交流日益频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宗教的国际性也将更加显著。新

中国成立后，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宗教活动已成为我国民间对外

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七，宗教与国际冲突相交织。世界几大宗教都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宗教，

这就使宗教不仅本身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它又往往

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交汇在一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国际

                                                        
① 须焕新,王训礼.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特点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J].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 (2):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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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世界政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二节 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主要内容 

近现代以来，政教分离原则越来越普遍的为各国所接受，因此世俗社会对单

纯的宗教团体内部事务并不做干预，只有在宗教团体及其宗教信仰活动损害公共

利益或者危害社会秩序、国家整体利益时，国家法定部门才有权根据法律采取措

施。由于宗教团体越来越多的参与世俗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对宗教团体的外部

行为进行相应的规范制约是必要的，也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正当性。本文所讨论的

宗教团体财产问题主要集中在宗教团体财产的主体问题、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问

题和处分问题等。 

一、宗教团体财产主体问题 

由于各个宗教（教派）的构成、人员、组织等有所差异，教派之间、同一个

宗教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宗教与政府宗教事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复杂且混乱，实

践中，财产权利主体混乱容易造成财产权利归属不明，导致宗教团体财产被侵占、

挪用、贪污等。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合理的制度，明确各个主体的地位并确立

相应的权利义务。 

1.宗教团体财产权是否为民法和其他民事法律所保护的独立的财产权，即，

宗教团体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取得财产并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此问题主

要是为了解决宗教团体的私法主体问题，因为传统上，宗教团体是神性世界的代

表和发言人，并不被认为是世俗社会独立的民事主体，也不能参与世俗社会的活

动。但是，随着宗教团体参加社会活动的扩展和深化，承认宗教团体的独立民事

主体地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2.宗教团体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宗教团体内部之间存在

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宗教团体并未完全建立符合宗教事务条例规定

的管理机构，宗教团体事务基本上由宗教团体负责人管理，造成宗教团体财产成

为负责人的私人财产；另一方面，宗教团体内部各个层次的主体关系也缺乏明确，

上层主体往往获取了属于下层主体的财产。我国奉行宗教团体独立、自主、自办

宗教的方针政策，因此，应构建合理的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确保各个宗

教团体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享有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在近现代民法理论的发

展进程中，为了划清国家世俗政权与神性宗教的关系，也是为了增加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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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所需财产的来源，减轻国家和信徒的沉重负担，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赋

予宗教团体更大的独立性。 

3.宗教团体财产主体制度之建构。对此问题，笔者依据民法学的法人理论，

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认为宗教团体法人制度是解决宗教团体财产

主体问题的合理方式。赋予宗教团体独立的非营利法人地位，有利于理顺各个主

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宗教团体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有利于国家践行法

治原则，依据世俗法律对宗教团体财产事务进行规范治理。 

二、宗教团体财产来源问题 

近现代以来，宗教团体主要通过接受捐赠获得财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宗

教团体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宗教团体获取财产的途径已经多样化。因此，单

纯通过国家捐赠有关法律法规对宗教团体对外取得财产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存

在诸多弊端
①
。各个国家在修改相关捐赠法律的同时都在尝试通过制定综合性宗

教法律对宗教事务进行治理，理顺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问题，可以为相关法律法

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问题主要是调查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构成以及宗教团

体财产来源的监督问题。 

为了调查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问题，笔者选取了一个典型的宗教团体活动场

所进行调查，通过实地探查、电话访问、查阅资料等方式获取了相关资料。 
（一）某宗教团体财产来源构成调查统计分析 

项目 数量（元） 所占比例（%） 
1.接受捐赠 4728010 63.01 
2.门票项目 56170 0.7 
3.寺内自营事业 293570 3.91 
4.托儿所及诊所 71450 0.95 
5.自有不动产 1793200 23.89 
6.政府财政拨款 500000 6.67 
7.其他 60600 0.8 
8.总计 8402400 

宗教团体外部可规制行为有很多表现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

宗教团体取得财产的行为，有必要理清其来源构成。上面表格反映的是某寺庙的

财产来源情况。由于调查的困难，此次调查仅仅统计了该寺庙的新增财产部分，

                                                        
①罗莉.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9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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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的动产与不动产未进行统计。 

1.从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捐赠收入是该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占该寺庙总

收入的 63.01%。 

2.根据实际调查，笔者发现，该寺庙对信徒（非严格意义上之信徒）并未收

取门票费用（根据调查，该地区大部分的宗教团体活动场所都未收取门票），此

次统计表格中门票收入项目来自于部分旅游团体的门票捐赠。 

3.该寺庙寺内自营产业部分主要集中在寺庙内柜台、表演、食宿费用收入、

旅游纪念品、导游等项目。 

4.由于该寺庙地处城市，因此，该寺庙亦办有托儿所和诊所。 

5.不动产的新增部分主要来自于新建的房舍，该建筑项目自 2006 年 3 月份

开始施工建设，由我国台湾地区一家佛教基金会捐建。 

6.关于财政拨款，该财政拨款项目及金额被刻在该寺庙主大殿前的寺志上，

因为财政拨款的特殊性，笔者将其单独划分（实际上可以将其归入捐赠收入部

分）。从根本上说，国家给予宗教团体财政支持，用于修复已经损毁的寺庙大殿，

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并导致政府对各个宗教（派别）采取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发生。

实践中，政府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应避免给宗教团体进行财政拨款，而采取其他比

较没有争议的方式对相关宗教团体进行支持，如免税制度。 

从调查所得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捐赠收入占了该寺庙全年总收入的很大

部分，达 63.01%，因此，笔者详细调查了捐赠的主体及其捐赠金额。 
类别 金额（元） 所占比例（%） 
1.海外地区的捐赠（包括港、

澳、台地区） 
3927000 83.06 

2.大陆捐赠 801010 16.94 
3.公司捐赠 2749000 58.14 
4.公民个体捐赠 469050 9.92 
5.基金会捐赠 1505060 31.83 
6.其他 4900 0.1 
总收入 4728010 

1 和 2 反映的主要是大陆及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捐赠所占的比例。根据

调查，笔者发现该寺庙大部分捐赠来自于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我国港、

澳、台地区及其他华人华侨相对较多的国家。 

从捐赠主体来看，公司及基金会的捐赠比例又占绝大部分。从该寺庙所张贴

的“芳名录”上看，2006 年，有一家房地产公司竟一次捐赠一百万元用于该寺

庙大雄宝殿的修建项目，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家基金会也一次捐赠 120 万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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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大殿的重建项目。社会倡导爱心和捐赠，提倡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出

现如此现象却令人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和捐赠心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家

立法机关也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捐赠方面的法律，特别是有关宗教捐赠方面

的法律。 
（二）宗教团体财产来源存在的问题 

宗教团体财产来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宗教团体财产来源构成和分类问题。由于宗教团体财务记录并未遵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会计准则，其财产来源构成和分类复杂而混乱，通过实

际调查研究，理清其基本的内容，以方便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制约，保护宗教团体

财产的合法权利。 

第二，宗教团体财产来源的监督问题。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宗教团体之定义

采模糊立法方式，其后果在于造成宗教团体财产权利归属不明确。由此，宗教团

体财产主要来源的捐赠者和国家宗教事务机构等外部监督主体无法行使其监督

权利，部分合法或不合法的社会财产通过宗教团体转化为某些个人的私人财产。

需要理清宗教团体财产的来源问题，重新构建宗教团体财产来源的外部监督制

度，通过重建合理的宗教团体内部财产管理制度和外部监督制度，以保护宗教团

体财产的合法权益，保护捐赠者、普通公民及国家的利益。 

（三）宗教团体财产来源构成 

宗教团体取得庞大财产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接受捐赠。这方面的收入构成宗教团体主要的收入，其中捐赠主体主要由

大型公司、基金会、信徒以及国家大额财政支持组成； 

2.自办事业的收入。主要是宗教机构开办的事业机构，如公司、企业（这种

情况较为常见，在文革以前，为了鼓励宗教团体实现经济上的自给，一度还把宗

教团体当作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部分）或者学校（比较特殊，仅在很小范围内存

在，因我国不允许宗教干预教育制度，但是，比如托儿所等还是存在的）等；  

3.附属机构的收入。比如在南普陀寺的收入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印购经书、

放生护生、流通处的销售收入以及义诊院的销售收入在该寺的收入中占有很大的

一部分
①
。  

4.经营新的产业所获得的收入，如网络。 

5.宗教团体拥有的各项不动产。宗教团体所拥有的不动产主要包括寺庙、宫

                                                        
① 罗莉.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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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教堂等构筑物和附属物及其它不动产，如寺庙土地上的林木、竹林等。此项

财产一般来自宗教团体历史上所拥有的并被国家经登记认可的土地、房屋或者其

他不动产，以及经批准而新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而取得的房屋及附属物等不动

产，在其他国家，宗教团体还可能因其他团体、公司法人、个人等的土地、房屋

捐赠而获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在传统捐赠中，不动产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三、宗教团体财产处分问题 

宗教团体财产的处分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问题。宗教团体拥有庞大

的财产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宗教团体外部的神性色彩，使得其如何处

分财产成为外界不可得知和无法有效监督的盲区，捐赠者的权利未能得到有效的

保障，这也给不法人员利用宗教财产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有必要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宗教团体如何处分其财产，以便为法律对宗教团体财

产处分行为进行规范监督提供参考。 

（一）某寺庙财产处分情况调查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宗教团体财产处分问题，笔者选取一个典型的宗教团体活动场所进

行详细的调查。为了便于分析研究，笔者将某寺庙对其财产的处分划分为 10 个

小项进行统计，详见下面表格： 
项目 数量（元） 比例（%） 
1.捐赠 1250000 11.88 
2.建设活动场所 7500960 71.28 
3.宗教器物 96000 0.9 
4.宗教教职人员费用 337000 3.2 
5.培训和教育 156060 1.48 
6.老年人服务 41200 0.39 
7.帮助无家可归者 36050 0.34 
8.印购经书 12760 0.12 
9.自营业务成本 430700 4 
10.日常生活费用 230725 1.48 
11.其他 431145 4.09 
12.总支出 10522600 

根据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所得的数据，该宗教团体主要将其财产用于建设、

日常生活费用、捐赠、培训教育和宗教教职人员费用等方面。该宗教团体用于活

动场所的建设费用占了该年全年支出的大部分，达到 7500960 元，占 71.28%；

而再捐赠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发展教育、社区公益事业、医疗卫生

以及国内外突发灾难救济等方面。该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内还进行与宗教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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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活动，因此自营成本占了总支出的 4%。宗教团体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也

发挥了很大作用，主要集中于老年人服务和帮助无家可归者等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较大的宗教团体有了充足的收入，可以进行较

大规模的改建、扩建、重建宗教团体活动场所，但是较小的宗教团体则生存困难，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较小的宗教团体的教职人员甚至要为基本的生活支出四

处奔波，其活动场所也甚为破败简陋。 

（二）宗教团体财产处分存在的问题 

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宗教团体对其财产进行处分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对宗教团体财产处分的有效监督。由于宗教团体大部分财产来源

于捐赠，因此对宗教团体如何处分其财产进行监督主要由捐赠者承担。但是，宗

教信徒的信仰心理和分散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对宗教团体财产处分进行有效监督。

国家宗教事务部门也受人员、职能和地域范围的限制，无法充分履行管理监督职

能。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欠缺的前提下，宗教团体财产处分监督问题是有关宗教

团体财产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宗教团体内部和外部各个监

督主体的作用，避免出现宗教财产被挪用、贪污或者用于非法活动等。 

第二，宗教团体财产处分的具体分类问题。根据笔者实际调查，宗教团体处

分其财产并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类统计，相关的年度报表没有充分显示财

产的用途和去向，很大一部分财产支出无法在报表中查找。宗教团体财产用途主

要可以归纳如下：（1）宗教机构及宗教事务活动开支，这方面的支出占整个宗教

团体支出的大部分，主要用在教会内部的日常事务及宗教神职人员的维持费用，

以及教会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宗教的发展活动等。（2）宗教社会性活动开支，

主要在慈善事业的社会服务；慈善事业的文化教育服务；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社

会服务等。 

第三，宗教团体处分财产缺乏规范性。我国民法通则七十七条规定：“社会

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有学者把宗教团体归入社会团体法

人的范畴，依据社团法人理论进行相应研究
①
。但是，有关社团法人的理论在传

统民法法人分类中缺乏理论的逻辑性，也欠缺实际操作性。实践中，外国已经有

依据非营利法人理论颁布施行相应的宗教团体法律。笔者以为把宗教团体视为非

营利法人并完善相关立法，有利于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宗教团体和信教

                                                        
① 华热·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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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和组织原则，各非营利组织应建立完善

的机构，包括财产运行机构、监督审批机构、执行机构、服务保障机制等。比如，

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规定，非营利法人（包括宗教法人）应当建立董事、章程、

董事会、理事会等机构
①
。虽然我国宗教团体也建立了寺务管理委员会等机构，

但是根据笔者在某地区的实际调查，我国的宗教团体内部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

宗教团体的事务包括财产处分往往由其负责人决定。 

                                                        
① 金锦萍,葛云松.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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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理论 

一、政教分离理论 

政教分离理论是研究宗教团体财产问题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理论。政教分离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世俗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

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

活准则与领域。在美国，政教分离表述为“政教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上的政教关系指政府与教

会的关系，同时也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关系①。国家通常干预国民的世俗生活领域，

宗教信仰生活应由国民自主地安排。从本质上讲，政教分离要求国家的宗教中立

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②。现代宪政理论和宪法

体制普遍承认政教分离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基础。 

一般而言，政教分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禁止对出任公职的人员进

行宗教测试；禁止公立学校强制祈祷；禁止国家举行宗教仪式；禁止国家向宗教

团体和教会学校提供国家财政资助及禁止设立国家宗教等。另一方面，国家对于

公民的内心的宗教信仰不作任何的干预，对宗教实践自由的限制也仅限于外在制

约，即国家对宗教进行治理仅限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此外，法律不承认宗教

的特殊性，宗教信仰者同非宗教信仰者一样要遵守通常的法律，当宗教活动超出

宗教自由的界限引发具有法律意义的纠纷时，由通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 

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国家与宗教关系的政治哲学。

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与运用有不同的特

点，但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一般意义上讲，政教分离包括国家对宗教的中立与

宗教对国家的中立两个方面。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意味着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

资源支持或压制任何宗教和教派，国家不能把纳税人的钱用于与宗教有关的任何

活动等。其基本内容包括： 

1.禁止设立国教。国教是指国家对特定宗教的特别保护或赋予各种特权。否

                                                        
①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172.  
② 陈斯彬.论宪法上的良心和宗教自由[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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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教意味着国家要尊重宗教的多元性，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与宗教的平等

权，严格区分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 

2.确立国家与宗教相互不干涉的原理与制度，即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因为

保持宗教的中立，所以国家不能对特定宗教进行优待或赋予特权，更不能用政府

的财政资金资助特定宗教活动。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家中立立场与对宗教

团体法人给予部分免税等措施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的作为义

务简单地理解为违反国家对宗教中立的原则。 

3.禁止国家进行宗教教育与进行宗教活动。基于宗教的中立性立场，国家不

得以公权力身份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或宗教活动。如韩国《教育基本法》第 6

条规定，禁止在国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中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
①
。对宗教来说，政

教分离意味着宗教不得介入国家的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也就是说，作为政

教分离的完整内容，宗教也负有不干涉国家政治的义务。 

二、宗教信仰自由理论 

依照宪政主义的基本权利观，个人的基本人权是先于国家存在的自然权利，

也是先于宪法等其他实证法成立之前即已存在的基本权利，国家和法律的目的在

于保障这些个人的基本权利②。对于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即便是立法机关或

其授权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也不得任意限制或者规定例外情形。正因为如此，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美国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实

践的法律③。现在西方宪政主义国家仍然有效的宗教立法只有日本的《宗教法人

法》、俄罗斯的《‘良心自由与宗教协会’联邦法》等为数不多的几部。经过西方

近代的市民革命，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宪法所确认。我国宪法第

36 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④
此项权利与公民政治权

利、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相并列，受宪法的同等保护。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

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

会公共教育。如我国《教育法》第 8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⑤。 

                                                        
① 国家教育委员会情报资料室，国家教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外国教育法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② 陈斯彬.论宪法上的良心和宗教自由[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3872. 
③ [美]汉密尔顿著,严欣淇译.美国宪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8.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Z].第 36 条.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Z].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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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主要体现在：信教与不信教的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

等，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我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各教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政府对上述各种宗教

团体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不加歧视。承认公民有信教自由，也就包括承认各宗

教的宗教组织及其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各宗教团体可以按照各自的情况，在宪

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遵循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办好教

务。各宗教团体根据需要可以开办宗教院校，培养宗教人才，出版宗教刊物，印

行宗教经典，弘扬宗教文化。各宗教团体可以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原则下，同

国外宗教组织或宗教人士进行友好交往。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可以在宗教活动场

所举行宗教仪式。 

宗教信仰自由是有关宗教研究和宗教立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理论。国家在

进行有关宗教立法时必须确定相关立法没有违背为宪法所保护的该项权利。由于

我国是一个一元多层次立法体制的国家，目前除了国务院于 2004 年制定颁布的

《宗教事务条例》以外，多数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也制定了地方性宗教

法规。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一项与公民政治权利及人身自由权并列其中，并受宪法

同等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目前的立法模式远不如制定一部统一的宗教法人法

更为符合宪政理念和法治理念。 

第二节 宗教团体法人理论 

在现代社会，进行各类社会活动并享有财产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主体和以

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各类组织。对于自然人作为财产权主体的相关理论和制度设

计较为简单，本文在此不详加阐述。对于以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各类组织，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

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①
。在传统的法人理论中，宗教团体能否作为一个

法人或者独立的法人从而独立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是有争议的。 

在近现代民法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为了划清国家世俗政权与神性宗教的关

系，也是为了增加各宗教团体开展活动所需财产的来源，减轻国家和信徒的沉重

负担，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赋予宗教团体更大的独立性。比如，日本国于昭和

26 年（1951 年）颁布实施《宗教法人法》，该法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可以

成为法人，该法分别规定了宗教团体法人的设立、组织机构、权利、义务、解散

                                                        
① 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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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内容
①
。类似日本国的《宗教法人法》，奥地利于 1998 年颁布施行《奥地

利关于宗教信仰团体的法人地位的联邦法律》。
②
这部法律与日本的宗教法人法的

出发点是一样的，即赋予宗教团体法人地位，使其具有与法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一、构建宗教团体法人制度的必要性 

承认宗教团体为法人是国际上有关国家宗教立法的一般做法，只有承认宗教

团体的法人资格，才有可能使其成为宗教团体财产权的合法主体③。根据我国民

法与其它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规定，在满足规定条件下，允许将一部分符合法律

规定条件的宗教团体登记为法人，但是对于经登记而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应

有的权利，特别是宗教团体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原

有的宗教法律,同我国大陆地区目前的立法有着共同的特性，对宗教团体的权益

和宗教团体财产权顾及不多。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要

求我们在各个方面面临诸多变革，市场经济要求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具

备独立的人格，这是市场主体得以立足市民社会的先决条件，也是其民事权利得

到法律保障的基础。随着市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市民的主体意识得以强化。在此

背景下，宗教立法的目的不得不作相应调整，即由管理型立法向确权型立法转变

④。如果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因宗教团体财产权属不明，僧俗之间和宗教团体内

部围绕宗教团体财产的利益之争普遍存在。个人侵吞宗教财产，将其据为己有的

现象大量存在。根据笔者调查，宗教团体财产在继续膨胀的同时，流失问题也日

益突出。对于此类问题，如不依法规制，必将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所以，重新

确定宗教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旨在确立宗教团体的民事权利和法人资格的新的

宗教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构建宗教团体法人制度的可行性 

19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宗教立法的主旋律是对宗教团体松绑，逐渐放弃管理

型立法思想，向以确权立法型为主，辅之以适度管制的混合型立法模式迈进
⑤
。

目前我国已置身于这个历史潮流中，且将宗教团体改造为法人的条件已基本成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外宗教法规汇编[Z].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31.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外宗教法规汇编[Z].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99. 
③ 华热·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117-120. 
④ 华热·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117-120. 
⑤ 陶光.对我国宗教财产权利的法律评价

[EB/OL].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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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从法人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来看，在经济上它是经济共同体发展的结

果，在观念上则是以共同体主义为基础的。“法人”这一术语是德国率先创造并

正式运用于《德国民法典》中,其意思是权利主体的组织体或团体
①
。 

1.法人概念的正式出现，标志着现代民法生活的舞台上有两类主体角色:自

然人之外，法人也得为权利主体。正如日本的星野英一教授所说:“总之，法人

是在与私法中的人(在与法人相对的意义上称为‘自然人’)完全同等的资格上存

在的概念。”
②
 

2.法人以组织体为实体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组织体都是法人，只有被法律

承认了主体资格的那一部分才是法人。法人概念的设定，假定了某些组织体与具

体的人相类似，具有主体资格。另外，法人概念虽然始创于德国民法，但组织体

主体化的法律实践，早在罗马法就开始了，罗马法在早期就承认各种公共团体的

主体地位，到帝国时期又广泛承认私团体的主体意义，罗马法晚期甚至承认财团

一定目的捐助财产，也得有主体地位
③
。 

3.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宗教团体的地位也日益

提升，出现了对宗教团体的格外尊崇，并导致宗教团体的崛起，但是这一时期的

宗教团体主体化实践夹杂了许多与人本主义无关的宗教阴影
④
。 

4.1804 年《法国民法典》对团体采取了有意忽略的态度，而法国的习惯法却

把这一领域接受过去。1807 年，法国不得不制定商法典，承认特定商业团体，

可以担当私法上的主体。法国理论受到德国民法学说影响，将这类主体称为法人，

后来在《法国民法典》修正时，加入了这一概念
⑤
。 

5.在我国， 1929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承认了法人这一主体类型，并承

袭了德国民法典上的“法人”概念。我国 1986 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 36 条第

1 款将法人定义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

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我国民法的模糊立法模式为宗教团体法人制

度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一般认为，人类可以克服个人力量薄弱的因素，而从事复杂的或大规模的经

济事业。这些事业凭个人之人力、财力、信誉无法办到，只有联合多数人且稳固

                                                        
① 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52. 
②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41.327-376. 
③ [意]彼得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5. 
④ 刘承韪.法人本质的历史逻辑释解——对法人本质传统学说的反思[EB/OL].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_spid.asp? ArticleID=33114. 
⑤ 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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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这种联合方能达成。所以，将某些组织体当作权利主体来对待是有意义的，

它们不仅有独立承担社会作用的意义，又适合于具有权利能力、独立及解散承受

法律关系的社会价值。可见，法人制度得到实质性发展，在经济上是伴随着商业

团体的崛起和它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日益突出。在观念上，则是共同体主义发展

的结果。在当代中国，不仅对经济共同体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有了充分的

认识，而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法人制度得到法律的确认。
①
 

宗教团体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可谓由来已久，而且它在历史上也取

得过类似于法人的地位。尽管在现代社会，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不如从前，但

它作为人的聚合，对社会仍旧存在一定影响。从实行法人制度的内在条件看，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当中的绝大多数基

本上具备了国内外确认宗教团体法人的主要条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从实行法人制度的外部条件看,还是从实行法人制

度的内在条件看,在我国全面推行宗教团体法人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三、宗教团体法人成立的条件 

第一，因为宗教团体法人具有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双重属性，因此，宗教

团体法人必须具备一般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条件。1.成员数量符合法律要求，

宗教团体法人必须具有特定的成员。2.有相应的财产和固定的场所。一般来说，

宗教团体法人的财产是由信徒捐献或宗教团体自己经营增值形成的，主要用于宗

教活动。 

第二，宗教团体法人必须是一个拥有宗教设施、具有宗教职能、进行宗教活

动、传布宗教教义、教化和培养信徒为主要目的的团体。一般包括以下三类： 

1.具备礼拜设施的寺院、教会、修道院、清真寺、道观、教堂、村庙以及其

他类似的团体。 

2.上述团体中独立的教派、宗派、教团、分教会、修道会、主教区以及其他

类似的团体。 

3.全国性的爱国宗教团体，目前共有八个。即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

中国天主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

国天主教教会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②。此类团体是我国

                                                        
① 华热·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7-120. 
② 红旗杂志社.社论[J].红旗.1982,(12):18-23.又据中央统战部网站：http://www.zytzb.org.cn.2004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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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制度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其符合社会团体法人的一般构成要件，拥有

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在我国目前制度下，宜把它们归入宗教团体法

人制度的规制范围，并划分与其他宗教团体法人的关系，这有利于保护宗教团体

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整个宗教事务的治理和宗教团体法人制度的建立。 

第三，宗教团体法人之成立、变更、注销需经登记确认。一般而言，各国对

宗教团体法人采登记确认之方法对其加以规制①。 

第四，宗教团体法人的章程应符合法律。此项条件主要是针对宗教团体法人

在取得和处分财产时所应遵守的一个要求，即宗教团体法人不得利用进行破坏社

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害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通过立法赋予宗教团体独立的法人人格，根本

目的在于保证国家依法治理宗教事务，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法人的合

法权益。如果宗教教义和宗教活动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根本目的，那么，宗教团

体法人的独立人格将被否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宗教团体法人的特殊性 

（一）宗教团体法人是一种兼具社团与财团属性的特殊法人② 

按照民法规定，财团法人是因为特定与继续之目的，所使用财产之集合而成

之法人，而社团法人则是以人之集合体而成之社员团体。因此，可以简单地说，

财团法人是“财产”的集合，而社团法人则是“人”的集合③。社团法人虽然也

有“财产”的收入，但主要为社员所缴会费，而这会费乃是因为社员身份的发生

而产生，和捐助无关，因此不论社团拥有多少财产，都不能和财团以捐助而取得

的财产相互混淆。财团法人内部虽然也有“人”的存在，但这些人不是受雇于法

人的职员，就是受委托而执行事务的个体，和社团的主体“社员”完全不同。但

是，宗教团体则同时具有“社员”（人）的集合和“财产”的集合这两种属性，

和单纯以人的集合而成立的社团，以及由捐助财产而成立的财团法人不同，对于

宗教团体来说，所谓“人”的集合，并不能如同社团的社员一般，看作全部相等

的个体，他们的产生方式及身份、权力并非靠选任而产生，因宗教之不同而有别

④。宗教团体同时也有财产捐助的行为存在，但是这些财产的捐助并非如社团法

                                                        
① 刘培峰.宗教团体登记的几个问题[C].国家·宗教·法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7. 
② 王连合,华热·多杰.宗教组织的内涵和外延——宗教组织财产所有权性质研究之一[J].青海民族研

究.2005,(2):48-52. 
③ 王亚林，朱桂林.论我国宗教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EB/OL]. http://www.studa.net/minfa/060927/10344412.html. 
④ 华热·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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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因社员身份而附带产生，宗教团体财产的取得，有可能是最初创立者的捐助，

也可能是后来加入的成员的捐助，也可能是和宗教团体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

人的捐助①。因此，宗教法人的执行机关，并非单纯接受捐者的委托而管理财产

或者执行事务。 

总之，宗教团体法人是一种介于社团与财团之间的特殊法人形式②。由于宗

教团体法人以宗教信仰传播为根本目的，它拥有宗教设施，具有宗教职能，进行

宗教信仰活动，传播宗教教义，并最终以教化和培养信徒宗教信仰为主要目的，

因而宗教团体法人的存在必须以特殊的人的集合为基础。此外，由于宗教团体法

人既进行神圣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又进行属于民法范畴的世俗性经济活动，是神

圣性与世俗性相统一的特殊法人。由于宗教团体法人的特殊性而没有得到民法上

法人制度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必然成为某些机构、团体的附庸，宗教信仰自由

和政教分离制度的基本理念便难以得到贯彻。因而必须制定特定的宗教团体法人

法赋予宗教团体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使之成为一类独立的民事

主体。这种特殊性也是各国不用民法来调整宗教团体法人而采用特殊的单独立法

对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宗教团体法人人格独立性问题 

法人人格是所有有关法人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理解法人本质和讨论法

人组织机构、权利义务等问题的前提。由于宗教团体人格的特殊性，在宗教团体

法人制度的建构中，必须先解决宗教团体法人人格独立性问题。 

所谓的团体人格独立指法人团体拥有独立的意思和欲望，能够通过由个人组

成的机构独立自主从事行为的组织体。也即团体法人拥有独立的意志，具有行为

能力和责任能力③。 

对于宗教团体法人而言，其人格独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独立的财产。宗教团体法人拥有的财产必须是该宗教团体法人实际拥有支

配权的财产而非宗教教义上的虚幻的财产。另外，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

政策，因而一个宗教团体法人的财产必须与其他宗教、教派、管理机构、教区等

分离，具有明确的权属登记。一般而言，一个宗教团体法人所取得的以下财产是

其拥有支配权的财产：   

                                                        
① 邹杨.世纪之交我国宗教问题的法律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02）:36. 
② 华热·多杰.我国宗教组织财产所有权问题刍议[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6):33-37. 
③ 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探讨（一）

[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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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捐赠的财产。这方面的收入构成宗教团体主要的收入。 

（2）自办事业的收入。主要是宗教团体法人开办的事业机构，如公司、企

业（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和宗教学校等。 

（3）附属机构的收入。比如在南普陀寺的收入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印购

经书、放生护生、流通处的销售收入以及义诊院的销售收入在该寺的收入中占有

很大的一部分
①
。 

（4）各项不动产。宗教团体所拥有的不动产主要包括：寺庙、宫观、教堂

等构筑物和其它不动产及其附属物。如寺庙土地上的林木、竹林等。此项财产一

般来自宗教团体历史上所拥有的并被国家经登记认可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屋和

其他不动产。 

2.独立的章程（教义）。宗教是人们以神圣的信仰为全身心的归依，与世俗

社会相分离，并以世俗社会中对某些事的禁忌作为信念和实践基础，具有统一的

信仰理念和宗教仪式。宗教以个人为纽带，以宣布神性道德、追求人格完美和终

极关怀，以达到神性彼安世界为根本精神目标的特殊的共同体②。因此，宗教在

本质上差别甚微，各宗教团体法人人格之差别取决于其参与为法律所规制的世俗

事务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即宗教团体法人必须具备一般法律所调整的相互间不同

的章程。 

五、宗教团体法人制度的意义 

宗教团体法人制度所提供的是一种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治理方式以及保护宗

教团体合法权益的有效方法。通过立法制定宗教法人法，赋予宗教团体法人人格，

使其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一方面有利于国家通过法律对宗教事务进行治理，贯

彻实施“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基本方针，改变目前多层次的立法主体低下

的立法现状和国家依靠政策、行政等治理宗教事务的不和谐状况，从而实现依法

治理宗教事务，保障宗教团体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宗教

团体获得独立的法人人格后，在不违背宗教存在之根本目的的前提下，自主经营，

依赖自身发展，解决自养问题。 

                                                        
① 罗莉.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96—201.  
② 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J].法音.2001，(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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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宗教团体财产权理论 

一、宗教团体财产权是否是一项独立的财产权 

财产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英文中，它既指财产权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

的客体，比如某一物品或某一权利，又指所有权。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 年

版“法学卷”中“财产权”使用的定义是 “即民事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经济

利益的权利。它是物质财富的内容，财产权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准物权、

债权、继承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在资本主义国家，除已经宣布为国家所有的

财产外，几乎所有的财物都可以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客体。”财产所有权，一般指

的是，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②
。 

我国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所有权分类理论是依据所有制的不同形式进行分

类的，一般的把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
③
这三种所

有权形式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和要求，这样的分类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所

有制理论影响的结果。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如除了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

财产得到保护外，其他不容易归类的主体的财产便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应当是平等的，其权利也受平等的法律保护。 

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财产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即自然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

体对其财产享有财产权，但是，随着法人理论的发展，更为复杂的团体组织（主

要是法人）成为财产的主要享有者，自然人和法人成为财产权的两个重要主体。

一项所有权，其权利主体应当享有行使该项权利的全部权能，其中主要为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等项权能。一份财产不应被划分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而是一

切主体如果享有对一份财产的所有权，便有权享有法律不加分别规定下的各项权

能。即无论何种行为主体（国家、集体、个人、社会团体等）都是隐藏于其行为

和财产背后的，而不因为主体的性质有所不同而法律对其有所差别对待，展现于

法律关系之中的只有行为和财产。宗教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对其财产享有

独立的财产权，“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④
。因此，笔者

以为，宗教团体财产权是一项独立的财产权。 

二、有关宗教团体财产权问题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① 赵洪文.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Z].第 39 条. 
③ 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8.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第 7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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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关于宗教团体财产权的规制主要是政策性或行政性的命令和法

规。1951 年，中共中央提出，切实帮助教会的各个单位实行自养。1956 年以后

中共中央指出：“对宗教团体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应服从党对宗教工作的

基本方针政策，作为特殊问题处理。”①国务院 1980 年和 1981 年分别发布了 188

号文件和 178 号文件②，这些文件对宗教团体财产问题阐述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

处理办法。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规定宗教财产权事项的规范大多是一些具体适

用的规范，操作性比较强但缺乏理论的思考。这些规定对宗教财产权保护的理论

基础主要是党的基本宗教政策，而不是以财产权概念和宗教概念为依托的相关理

论。 

2005 年 3 月 1 日起国务院开始施行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这是在原有的法

规政策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整体性的改进，主要集中在宗教团体登记、权利义务、

责任等方面。条例用专章对宗教团体财产进行了规定，但是仍然没有跳出行政治

理的框子，对宗教团体的财产问题未过多涉及。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宗教团体财产和教职人员情况由宗教事务部

门备案，宗教团体须提交年度财产收支情况报告，宗教事务部门还应对宗教团体

场所活动批准证明进行年检。然而，由于宗教的特殊性，宗教事务部门并未太多

涉及宗教团体财产问题。宗教团体场接受捐赠、自营事业等收入，并没有像其他

非营利性组织一样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也未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督。此种情况甚

至导致个别宗教教职人员将宗教团体财产据为己有，出现和尚投资办企业盈利的

现象。 

三、宗教团体财产权的概念、内容及主体特殊性 

（一）宗教团体财产权的概念及内容 

宗教团体财产权是指宗教团体对其财产享有全部的权能，主要包括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等。其权利主体是宗教团体（在我国，包括但不限于佛教协会、

道教协会、基督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即宗教团体本身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主体。比如一座寺庙，对外表现为该寺庙的管理委员会

等经过登记或不为登记但是的可以代表该寺庙对外行使权利的行为主体。其权利

客体是属于宗教团体所有的财产，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为宗教活动而使用的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活动基金、图书资料、办公设备、网络资源、捐赠所得、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143-144.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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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入和其他为宗教目的所允许的事业所得等。宗教团体财产权还可以通过国

家划拨和捐赠等其他方式获得。 

宗教团体财产权作为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适用传统所有权理论，所有

权主体对所有权客体享有完全权利。但是，宗教团体财产权有其自身的特点，这

些特征与其他形式的财产权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宗教团体财产权之主体特殊性 

宗教团体财产权，其权利主体便是宗教团体，但是如何将宗教团体作为宗教

法人来下定义？其范围多大？长期以来，各个国家、不同学者对其的定义是十分

模糊和复杂的，而这个定义关系到有关宗教团体财产权的主体问题。以下是不同

国家对此问题采取的不同作法。 

1.规定具体的宗教 

此种立法和规定主要在一些亚洲的伊斯兰教国家和佛教国家。比如巴基斯

坦、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立法中均未对何为宗教团体做出明文的

规定，而是规定某种具体的宗教作为国家的国教。比如阿联酋宪法第七条规定：

“伊斯兰教是联邦的官方宗教。
①
”此种立法模式对于实行政教分离制度的国家

并无多大的借鉴意义。 

2.对宗教团体做出综合性的规定 

一般来说，各国的宪法均对政教关系、宗教团体财产及其活动等做出较为详

细的规定，而对何为宗教团体等概念性问题则在专门的立法中做出规定。比如，

俄罗斯联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以共同信仰

和传播信仰为目的而成立的，进行未经国家登记和不具有法人权利能力的活动的

公民的自愿协会，在本联邦法律中被承认为宗教团体。……
②
”在俄罗斯立法中，

对宗教团体之定义作了综合性规定。他们区分了宗教团体与宗教组织的区别，宗

教团体一经国家登记并取得法人权利能力就被承认为俄罗斯联邦的宗教组织，也

就具有了法人资格。 

3.完全未作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

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外宗教法规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外宗教法规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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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

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此条款虽然包含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公民

信仰宗教自由原则、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等内容，但未对宗教团体概念做出

具体的规定。 

另外，对宗教事务做出较为详细规定的是《宗教事务条例》，该法的第六条

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

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该条款未对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

和注销做出规定，而是规定参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在《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对社会团体的概念做出规定的是该法的第二条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的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促

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均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经核准登记

后方可进行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宗教事

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都未对何为“宗教团体”做出具体的规定。

我国立法对此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属于完全没有涉及之类型。 

（4）宗教团体定义之完善 

笔者以为，既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宗教团体等社会团体如果具备法人

条件的，可以登记为法人，从而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为使宗教团体拥有并维持

使用其地产、房屋及其他财产，实现其信仰之目的，可以把宗教团体描述为：一

切以共同信仰为基础，以弘扬宗教教义、教化信徒和传播信仰为目的，而成立的

组织，为宗教团体。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宗教团体，依法登记为法人。如用于礼

拜设施的寺院、宫观、修道院、教会、教派、宗派及其他类似的团体。 

四、现行民事法律规范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特征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对宗教财产权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规定是一个以《民法通则》

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一般规定为核心，围绕此核心另有一系列具体的宗教方面的

民事规范性文件来规制我国宗教团体财产权的有机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第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并未采用“宗教团体财产权”的概念，没有把

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保护顺理成章地纳入民事法律中物权法保护范围之内。 

第三，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具体规定集中在宗教团体、宗教团体活动场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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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的土地，以及依法所有或者管理的山林和房产上。 

根据这些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民法上对“宗教团体财产权”做出明确的

定义。除在民事权利范畴内规定宗教团体财产权的方式外，民法典对民事主体制

度、物权法总则、侵权责任的设计也可为宗教团体财产权提供周密保护。将依据

宗教特别法成立的宗教团体划归法人一类，对其要求按照法人的基本制度进行自

我管理和控制，行使宗教团体财产权，从而将法人财产、捐助人财产和宗教组织

体成员的个人财产明确的区分开来。在物权法总则的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以及保护中，也可为宗教团体财产权制定特别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以及

保护方式，在程序上防止了合法的宗教团体财产不致流失，使其更好地实现服务

宗教团体、保障宗教活动正常进行的目标。在侵权责任法上，可以规定对受侵害

的宗教团体财产权应当如何特别救济。宗教事务条例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宗教团体

财产，但是却并未对救济方式，设立、变更和转让的方式做出具体规定。归根结

底，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利并不当然归属于自己，而是要通过各种行政审批、限制

才能得到实现。这就是行政法规的弊病，而解决这种弊病的唯一方式就是从上位

法上进行规范，把对宗教团体财产的保护直接纳入法律的框架。在我国民法中科

学地规定宗教团体财产权，是对宗教团体财产权利归属的一个长期考虑。以民法

宗教团体财产权的规定为中心，逐步制定和修订具体的宗教相关法律规范，最终

为宗教团体财产权提供全方位的有机的法律保护，才是明晰宗教团体财产权的归

属、实践宗教信仰自由、完善法律体系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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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治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立法经验和政策 

第一节 国外部分国家治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立法经验 

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必要性 

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

重要因素。世界几大主要宗教都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宗教。这就使宗教不仅本身

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它又往往同国与国、民族与民

族的矛盾和冲突交汇在一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产生

不可低估的影响。 

当今世界有两大难点和热点，这就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目前全世界有

2000 多个民族，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宗教方面，在全世界的 60.55 亿人

口中，大约有 51.37 亿人信仰宗教。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有 20 多亿，伊

斯兰教 12 亿，佛教 11 亿。当今世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

主义这三股势力相当活跃，直接影响着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说宗教问题与民族

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紧密相关。 

宗教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方

面。因此，相互借鉴宗教事务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借鉴外国

立法经验有其必要性。 

二、日本国和美国治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立法经验 

（一）日本国宗教法人法中有关宗教团体财产权的规定
①
 

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核心。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使

宗教团体拥有并维持使用礼拜设施以及其它财产，并资助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业务

与事业之运营，赋予宗教团体法律上的能力。“由此可知，日本制定宗教法人法

赋予宗教组织以法人资格，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宗教团体拥有并维持使用礼拜设

施。取得法人资格是宗教团体合法拥有礼拜设施和其它财产的法律基础，反之，

拥有礼拜设施和一定财产不仅是成为法人的必备条件，而且也是宗教团体开展宗

教活动的物质条件和对外开展民事活动并承担责任的经济基础。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外宗教法规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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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宗教法人法的》之规定，属于宗教法人的财产有以下两类： 

1.建筑物和工作场所。具体指本殿、拝殿、本堂、会堂、僧堂、僧院、信者

修行所、社务所、库里、教职舍、宗务厅、教务院、教团事务所等宗教场所开展

活动所必需的属于该宗教法人的固有建筑物及工作物。 

2.境内地，即宗教用地。具体包括:建有建筑物和工作场所的房基地，(此外，

包括竹木林地，以及建筑物、工作物以外的宗教用地)；通向礼拜场所的道路；

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场地 (内含供养神佛及用于修道的耕地、牧场)；维持庭院、

山林以及圣地圣物所需之地；与历史、古迹密切相关的土地；为防止前列各项所

指建筑物、工作物及土地受损所需土地。  

对于宗教团体法人拥有动产的问题，宗教法人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从登记条

件的要求看，宗教法人的财产不限于不动产（即建筑物和建筑用地），也包括动

产。当然基于宗教法人所拥有的不动产的特殊性，法律调整的重点是不动产。至

于动产，基于其可移动、易消耗，以及不便控制的特性，不属于法律调整的重点，

但在巨额财产的处分上也有特别限制。如处分财产时，要经过申请、向全社会公

告等程序。根据《宗教法人法》的有关规定，可推定宗教法人对上述财产拥有所

有权。考虑到宗教财产的大众性、公益性、社会性特性，该法在赋予其所有权的

同时，对宗教法人财产的处理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体现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组

织行使财产权行为合法性的监督。 

综上所述，日本国宗教法人法的立法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解决了宗教团

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当宗教团体登记成为法人后，就有了其活动的准则；第二，

宗教财产有了归属，宗教法人成为宗教团体财产的所有者，并享有所有权；第三，

当宗教法人的财产受到外来侵害后，有了救济的手段。 

（二）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中有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规定
①
 

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了美国国会和各州的宗教立法权，美国并未制

订专门的宗教法，有关宗教团体法人财产问题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 1987 年制

定的非营利法人示范法。 

该法把宗教团体归入非营利法人行列，实践证明这种把宗教团体作为非营利

法人来管理有其实用性和科学性。为了遵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的解释和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宗教事项的判决，美国政府没有通过财政拨款

等直接的方式对宗教或者宗教派别进行支持，而是通过非营利法人制度对宗教团

                                                        
① 金锦萍，葛云松.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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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行免税待遇，间接支持各个宗教团体的发展，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为大部分州

所采用，成为美国政府管理宗教事务最为重要的法律。 

1.具体规定 

第一，该法第 2.02 条规定，在团体法人章程中必须明确写明宗教团体法人，

如此方可享受政府有关宗教法人的免税待遇。法人章程也是宗教团体存在的唯一

文本。 

第二，该法有关宗教团体法人财产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十二章，即有关宗教

团体法人的财产出售问题。第 12.01 条规定，宗教团体法人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期

限、条件和对价，可以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抵押、出售财产。 

第三，规定了宗教团体法人董事会和成员处理团体财产方面的权利和必须履

行的程序。 

（1）如果拟定的交易活动由宗教团体法人授权，除平常或者日常业务活动

外，法人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期限和条件以及对价，可以出售、出租、交换或者以

其他方法处分其全部财产。 

（2）除非营利示范法、章程、章程细则、董事会或者成员要求更高投票比

例或者由全体投票外，被授权的交易活动必须由董事会中所投票数三分之二的成

员批准。  

（3）宗教法人没有确定成员的，交易活动必须由批准交易活动时在职董事

多数投票批准。  

（4）董事会可以提交交易的提议，成员也可以对交易的批准制定更高的赞

成票比例或者其他条件。  

（5）如果宗教团体法人通过成员大会来批准交易,就必须根据规定向参与成

员大会的所有成员发布通知。通知应当同时说明会议的目的或者目的之一是考虑

出售、出租、交换或者以其他方法处分全部或部分法人财产。 

（6）如果宗教团体法人董事会通过成员的书面同意或者书面投票来批准交

易，申请批准交易的文件应该包括或者附具交易活动说明的复本或者概要。 

（7）宗教团体法人在其出售、出租、交换或者以其他方法处分全部法人的

财产或者资产的，如果该交易活动不属于其平常和日常业务活动，该法人必须在

提前二十天向州首席检察官发布书面通知，但是州首席检察官向法人发送本款书

面放弃声明的除外。  

（8）出售、出租、交换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被授权后，如果根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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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易的决议的程序要求批准交易的成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交易活动可以被放弃(受任何合同的约束)。 

第四，该法第 13.01 条和第 13.02 条还规定了禁止处分财产和授权处分财产

的情形。 

2.非营利法人免税资格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没有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职能部门，但不等于政府

不对宗教组织进行管理和约束。美国政府管理宗教组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是否赋

予宗教组织“免税资格”，这一条很简单但却非常有效。 

美国司法部的“国税局”依据 1954 年国会制定、1986 年重新修订的《国内

税收法典》中的免税条款确认各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免税身份，并负责审计

它们的免税活动。《国内税收法典》第 501 条 c3 款中收录了 32 种可以被批准免

税的组织，宗教组织即是其中之一。所有自称是宗教组织和机构的都可享受以下

待遇：一是自动免除了缴纳联邦所得税的义务，二是捐献者可以享受减税待遇（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三是本组织可以免交许多州一级的税。 

对政府部门来说，所谓宗教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教会），意味着两点：一

是在精神上信仰某种东西，二是在经济上享受免税待遇。政府对宗教组织要做的

唯一事情是依照法律对其进行严格的财务审核。宗教团体要像其他所有的非营利

机构一样，如实向政府申报自己的收支状况，资金使用情况，填写年度财务报表。 

这种政策的意义在于，尽管任何人都可以设立宗教组织，但该组织必须符合

一定的条件，接受严格的财务监督。任何有悖于非营利目的的行为一旦发生，就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个真正的非营利机构，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属于何种宗教

团体，对政府来说没有意义。只要这个团体吸收的捐款，能用于社会慈善事业、

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客观效果上就为政府减轻了负担，

同时又符合社会公众利益。 

美国政府根据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的经验，认识到由政府投资解决社会问

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做法远不如鼓励民间机构办慈善事业的效果好，宗教团体是

民间慈善事业的核心，对宗教团体的支持，就是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扶持。基于这

种考虑，多年来，美国政府在对待宗教组织和宗教慈善机构的具体政策上坚持两

点：一是坚持给予宗教团体及其所属的各类慈善机构免税的待遇；二是允许纳税

人把向宗教团体捐款列入抵税部分。宗教组织能够成为美国人捐款的最大接受

者，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起了很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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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几十年来，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已经达到了非常宽广的程度，

在文化与教育发展、医疗与卫生援助、妇女与儿童权益保护、老年人服务、消除

贫困、预防犯罪、社区发展与改造、帮助移民与难民、帮助少数族裔、环保、反

对酗酒、毒品与艾滋病、解决无家可归者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百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治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尽管宗

教信仰者人数众多、教派组织十分复杂，又有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

入，但美国国内没有因为宗教问题出现过大的冲突和社会动荡，政府也没有因为

处理宗教问题受到严重的指责和批评。实践证明，美国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

是可行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并将继续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指导与调节

作用。 

第二节 我国治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基本政策和立法现状 

一、基本政策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明确指出，彻

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1871 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肯定了巴黎公社采取的政教分离的做法。

他指出，公社在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

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

会所占有的财产
①
。 

目前，我国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有以下七个方面： 

1.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

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

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

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因此，宗教及宗教团体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

在②。 

2.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在我国，佛教已有二千年左右的历

                                                        
① 龚学增.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C].宗教知识讲座.香港：华文出版社，2005.10.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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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道教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督教则主

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信教的群众，伊斯兰教在解放初约有八

百多万人，现在约有一千多万人（主要是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人口

的增加）；天主教在解放初约有二百七十万人，现在约有三百多万人；基督教在

解放初约有七十万人，现在约有三百万人①。佛教（包括喇嘛教）在藏、蒙、傣

等少数民族中几乎还是全民信仰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在汉族中现在也还有一定的

影响。 

     3.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

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②。 

4.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是国家对宗教的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贯

彻执行国家宗教政策的前提条件。 

5.合理安排宗教活动的场所，是落实国家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

重要物质条件。 

6.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国家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

化的重要组织保证。 

7.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要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

动。 

二、立法现状 

我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因此对宗教事务、宗教团体财产的治理主要体

现为法律法规上的规范和制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法对宗教事务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在该法的第三十

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得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

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

配。”这些规定确立了我国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基本原则，保证了政教分离

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实现。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对宗教事务的相关规定主要是第七十七

条：“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民法典是保护私权最重要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13.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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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但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弊端过多，无法保障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也

无法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物权法》也未能对特殊的宗教团体财产权利问题

做出规定。 

3.宗教事务条例。该法是 2004 年国务院制定的专门调整宗教事务的行政法

规。 

4.其他法律性文件。如 1982 年国务院发布的 178 号文件；1982 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发布的 19 号文件；1991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 6号文件等。 

各国在制定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时，一般考虑三个重要问题，即宗教信仰自

由问题、宗教团体权利义务问题（主要是财产捐赠问题）和政教关系的具体设计

问题。其中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政教关系具体设计问题是实行政教分离制度的国

家进行宗教立法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一元多层次立法体制

的国家，目前除了国务院于 2004 年制定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外，多数省

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也制定了地方性宗教法规。这种多层次立法体制非常

不利于宗教事务的治理，目前的立法模式远不如制定一部统一的效力更高的宗教

团体法人法更为符合宪政理念和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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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决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节 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土地用益权问题及其治理 

一、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的土地用益权问题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土地也是宗教团体拥有的最为重要的财产。寺庙和

教堂等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宗教团体无不因其占有、使用土地而与国家、社会和

个人发生复杂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和城郊的

土地则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宗教团体对其拥有

的土地所享有的权利主要是土地的用益权。对于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的土地用益权

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宗教团体对其活动场的土地所享有的权利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具体指的是：寺院、宫观、清真寺和教堂
①
。在佛教

中，其活动场所称为寺或者寺院，比如大理寺、色拉寺。在道教中，则被称为宫

观，比如青羊宫、广州三元宫等。在伊斯兰教，称其活动场所为寺（或者清真寺），

比如新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而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则是教堂。这些活动场所

占用的土地被称为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土地用益权。在民法上，土地的用益权通常

是指占有土地的权利人对他人的土地所享有的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他物权②。因

为我国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家或者集体所享有，因此，

土地的用益权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是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宗教团体活动场所

的土地用益权主体为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仅为了宗教信仰活动而占有、使用土地

方为合法，因占有、使用土地而获得的收益仅能用于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宗教

团体占有使用的土地需要经过法定的登记方受法律的保护。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

场所进行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不管其是否因为宗教原因均为非法。 

第二，宗教团体取得宗教活动场所土地用益权的方式问题。在实践中，我国

宗教团体获取宗教活动场所土地用益权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宗教团体因历史

上所拥有而被国家承认的土地，这是一些宗教团体取得土地用益权的主要方式。

因为历史悠久，宗教团体拥有规模庞大的地产。虽然一些宗教团体的活动场所成

                                                        
①《宗教事务条例》[Z].第 12 条.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Z].第 1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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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拥有该场所的宗教团体依然拥有该土地和其他宗教活动

场所的使用权。二是宗教团体因新批准建立房屋和相关活动场而取得的土地使用

权。这主要是因为新的宗教（或者教派）的出现或者因为宗教团体发展、信徒增

加需要新建、扩大其活动场所,从而取得相应土地的使用权。也有的是因城市发

展和规划的需要而需另建新址，从而取得新占有土地的使用权。由于我国对宗教

团体的活动场所采取登记方式加以确认规制，因此宗教团体所拥有的土地主要来

自历史上所有的但被国家所承认并加以登记的这部分。在实践中，问题在于越来

越多的土地以其他名义登记，但实际上却用于宗教活动，导致某些乡镇出现宗教

活动场所林立的现象，宗教活动场所乱建、滥建的现象较为严重。 

二、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登记制度及其完善 

对宗教团体的活动场所进行规范并实行相应的登记制度是各个国家普遍采

取的做法。这一方面有利于宗教团体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保护宗教团体

活动场所的独立地位，避免一个宗教团体受到其他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内部人员、

社会组织等对其财产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对宗教团体的发展、宗教团

体举行的宗教活动、因宗教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事项进行必要的管理、监督和引

导。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登记制度缺乏规定。我国《宗

教事务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建设完工后，

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县级人民政府对符合登记

的给予登记，并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此外，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

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也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在

现今的登记制度下，只要符合了法律法规规定的登记条件，宗教组织便可以很容

易取得土地登记，从而享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在实践中，由于法律、法规对宗

教事务的相应规定很模糊，对登记制度的规定也不够具体，易产生滥建、乱批准

等现象。因此，应该完善建立健全登记制度，采取更为严格的登记制度。法律应

对登记制度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且建立年审制度。对宗教团体，特别是经登

记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场所采取如其他法人一般的年审制度，并在年

审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以前乱建、滥建所取得的不动产采取专项清查治理行动。中共中央办公厅

在其发布的（1996）38 号文件中就指出了针对宗教特定问题采取专项治理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文件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乱建庙宇、滥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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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佛像（包括神像）之风，形成了一批在政府宗教工作部门之外的非法的宗教活

动场所……这种只图经济利益不顾社会影响的错误做法，严重违背了国家有关法

规和政策，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亵渎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损害了我国宗

教的声誉和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决定对各地

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进行专项清理。
①
”因此，在新形势下，面对宗教场所滥建、

乱建行为日益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集中的清查和整治行

动，并做好相应的登记工作。在清查治理行动中，要对宗教团体活动场所进行区

分，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给予登记；对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

事务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不给其登记，并在期限内给予撤消；暂时不符合，

可以整改的，在限定期限内要求其整改。 

三、加强对滥建、乱建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的治理 

近年来，各地滥建、乱建宗教活动场所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

况，各地政府的有关机构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乱建、滥建行为，特别是

不动产建设采取严格的治理。在新形势下，面对宗教场所滥建和乱建的行为日益

严重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法规建设。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宗教团体活动场所乱建、滥建现象多数是

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虽然近年来通过专项治理整顿和宣传教育，群众的思想观

念和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还有一部分人对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片面，

对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缺乏认识，对合法活动场所与乱建、滥建认识模糊，

对有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要教育广大宗教界人士遵纪守法，自觉抵制乱建、滥

建的不正之风。要向广大群众大力宣传土地、建设、规划、宗教政策等有关法律

法规，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2.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各

级政府宗教事务机构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考虑宗教建设问题，贯彻“属地管

理、守土有责”的原则，重点强化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

责。乡镇一级要对各自辖区内的乱建、滥建问题负责，切实把制止乱建、滥建工

作列入议事日程。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严格执法，照章办事，把

制止乱建、滥建现象纳入经常性的依法管理之中。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要向信教群

众大力宣传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汇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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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宗教、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露天宗教造像的规范管理，严格有关宗教

活动场所的改建、扩建审批。有关部门要严格审批土地使用和建设申请，加大联

合执法力度，对非法占地、违章建设的乱建、滥建问题，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予以制止。 

3.健全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工作网络。政府宗教事务机构要认真总结专项

治理工作的做法和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依照《宗教事务条例》和

有关政策法规，建立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运作规范的日常管理机制和工作网络。 

第二节 宗教团体受赠问题及我国宗教慈善事业制度之建构 

一、宗教慈善事业的作用 

慈善是宗教发挥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意义上说，宗教对慈善思想

的产生和慈善活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宗教思想成为慈善思想的重要

源泉，宗教慈善也成为慈善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中国的慈善事业中，如

何积极支持和大力引导宗教在其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宗教是推动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宗教教义和教规中慈与善

的教诲，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①。 

1.发展慈善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在我国，慈善事业的价值不仅在于

有利于救助贫困，缓解贫富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团结中华民族，提升我们国

家的社会凝聚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

完善，政府的人力物力难以兼顾各方的情况下，发展慈善事业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大力发展宗教慈善事业，对于组织调动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人际关

系，具有重要作用。 

2.发展慈善事业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需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期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扶贫帮困、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慈善活动，宗教向社

会展示了真善美的一面，表现了融入社会、贴近生活的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 

                                                        
① 吴玉祥.积极支持和引导宗教界发展慈善事业[Z].中国宗教网.2007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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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宗教慈善事业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有信教公民 1 亿多

人，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宗教界有着开展慈善活动的强烈

愿望和积极要求。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尚不完备的今天，宗教慈善将是社会慈善

的重要补充和积极力量，事实上，我国宗教界已经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二、宗教慈善事业制度之建构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一个关键发展时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精神

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发展

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重要的经济、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①。 

1.大力支持宗教界开展慈善活动。根据 2000 年的一项统计，美国约有宗教

机构 35 万个，这个数字仅占美国全国所有非赢利机构的 20%、所有慈善机构总

数的 30%，但其所获捐款却占全国慈善捐款总额的 60%。此外，宗教机构还有

一个可利用的重要而巨大的潜在资源，就是正在不断增加的志愿者及其服务时

间。从我们国家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来看，其规模和影响远远没有达到国外宗教

慈善发展的程度。这与我们的宗教慈善机构比较少，募捐的能力比较弱，相关政

策法规不到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高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大力支持宗教界

开展有意义的慈善活动。在鼓励、支持宗教界开展社会慈善事业的同时，要通过

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管理，使宗教界人士开展的慈善活动。 

2.组织宗教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慈善活动。从我国宗教团体开展慈善活

动的经济来源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来自信徒的捐献，这是宗教组织经

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来自房屋和土地的租金收入，这是宗教组织最稳定

和最主要的日常收入来源；三是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兴办慈善福利事业的收

费和有偿服务收入，例如他们所创办学校的学费收入，医院的医药费收入，杂志

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和香火收入等；四是来自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的宗教性捐赠。

目前，宗教慈善的对象和领域基本上就是救灾和帮助贫困者。因此，要推动宗教

慈善捐赠活动的多样化，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健康和谐的慈善活动。

引导宗教界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在重点推动灾民救助、孤儿救助、扶残救助、安

老救助、医学救助等项目的实施基础上，逐步向文化传统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等

方面发展。 

3.要不断完善宗教慈善的组织机构和监督机制。随着宗教慈善事业的不断发

                                                        
① 张世辉.给宗教界更大的慈善空间[Z].中国宗教网.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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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壮大和宗教慈善领域的拓展，加强对宗教慈善组织的管理，完善各项制度，特

别是建立健全对宗教慈善组织的监督机制很有必要。宗教慈善组织要依法加强自

身的建设，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保证每一笔善款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解决宗教团体受赠问题之建议 

我国公共事业捐赠法第五条规定：“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第七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

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

损毁。”第十二条规定：“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质量和

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物的数量、用途和方式等。”根

据以上规定，捐赠人捐赠财物的目的和用途受赠人应当尊重并不得改变。但是，

在宗教捐赠领域，捐赠人捐赠财产以后实际上很少行使对受赠人进行监督的权

利，这就给受赠人任意处分财产提供了便利。因此宗教财产的受赠应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完善： 

1.建立捐赠财产使用的公开透明机制。实践中，除了芳名录、寺志等方式外，

各个宗教团体很少对外公布受赠财产处分的有关情况。在新的宗教立法中，应规

定相应的公开机制，以利于捐赠人和国家有关机构对宗教团体受赠财产处分进行

监督。 

2.建立第三方机构的审核机制。宗教团体属于典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并且由

于捐赠人分散且无监督之机构，因此引入独立第三方对其受赠财产处分进行监督

符合通行的实践做法。  

3.建立捐赠人信息共享机制。由于捐赠是一种典型的慈善事业，国家也通过

各种方式加以鼓励和支持，因此捐赠行为虽然是私人内部事务，如果捐赠人同意，

也可以使其公开化（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大多数宗教团体都利用芳名录、

寺志等方式将捐赠者姓名、捐赠金额、捐赠时间公开），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信

息共享机制，以加强对宗教团体处分捐赠行为进行监督。 

第三节  宗教团体财产管理方式的规范制约 

一、典型的宗教团体财产民主管理模式 

在宗教团体内部，应当实行民主管理。从古至今，各个宗教团体内部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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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管理形式，客观上说，各个宗教团体自身的管理模式历经多年的发展，有其

自身存在的理由，我们应当尊重并发扬这些宗教团体自身良好的管理制度，但是，

在实践中，由于宗教事务越来越多的突破了传统的范围，宗教团体作为一个组织

（甚至在有些国家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传统的管理制度越来越突显出其不

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以下选取两个典型的宗教团体财产

管理模式进行分析。 

1.云南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班利教会的教会财产管理委员会
① 

该教会财产管理委员会由牧师、长老、执事、传道员、委员组成，一般的牧

师、长老、执事、传道员、委员对一般的宗教财产事情均有权决定，但是，在实

际的运行中，各委员一般分别负责教会财产的各种事务，重大事务由全体委员共

同讨论决定。此种管理制度在制度的设计上来说较为民主，它们把牧师、长老、

执事、传道员、一般委员都纳入到教会财产管理委员会中来，有利于教会财产制

度的建立，有利于教会财产的管理。 

2.藏传佛教寺院财产管理模式
② 

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世俗政府的支持和大量的捐赠，都有较为雄厚的财

产，其财产性质可以分为公有财产、活佛占有财产、僧人占有财产等 。本文只

分析寺院公有财产的管理。寺院公有财产是指以寺院名义占有的地产、房产、房

产收入等财产，寺院公有财产是通过各级 寺院财产管理组织来进行管理的。以

西藏寺院为例，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措钦财产管理组织。这个机构是全寺的财产

管理组织，设有两名吉索（负责全寺公共财物管理机构和大总管），两名吉恰（小

总管），两名分管日喀则庄园的藏恰，两名分管今林周县境内彭波庄园的彭恰，

还有会计、仓库保管员等 13 人。两名吉索任期 10 年，其产生办法是由最高大拉

吉会议将两大札仓中曾任过札仓级管家并富有管理经验的僧人推荐给西藏地方

政府的泽仓，由其审报达赖喇嘛亲自批准。他们负责全寺的庄园、牧场、属民、

经商、放贷、房产等行政、财产管理事务。在西藏寺院，中级管理组织为札仓，

而康参则是寺院的第三级管理机构。这两级组织的人员选用、任命及其职权较为

复杂，他们分别负责寺院不同层级、不同方面的事务。 

二、宗教团体财产民主管理制度之建构 

                                                        
① 苏翠薇，韩军学.实证透视：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基督教——云南澜沧县两个拉祜族村寨典型调查[C].神学

的公共性，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11 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01. 
② 姜安.藏传佛教[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15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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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机构，

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机构的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活动场

所相应的登记机关批准或者备案。一项严格、完善、民主的宗教团体财产管理制

度应从制度和法律规定上符合如下要求：第一，财产管理机构成员由宗教团体按

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任期的限制，其中，一般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宗教团体的

上层人员应有相应的比例，此项制度应该在宗教团体报备案或者批准的章程中体

现；第二，宗教团体应建立健全人员、财物、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

生等财产管理制度；第三，培训并任免合格的专业财产管理人员，人员的任免和

职权应在章程中详细规定；第四，宗教团体财产管理机构的职权受宗教信仰目的

的限制；第五，宗教团体应构建财产管理的外部监督制度，即财产管理有独立第

三方的监督；第六，由于部分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单位，因此，

宗教团体财产管理机构的部分职权应该取得相应政府机构的批准，国家政府有关

部门应对重点保护的庙宇、大型寺庙等对象加强管理和监督。 

第四节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规范和治理 

根据笔者在某县的实际调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已经广为存在并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其数量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几乎遍及各个乡镇村落。

民间信仰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但大部分

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均未经批准和登记。根据现行的法规和规章，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民间信仰应该是存在于民间的，比较松散的。按

照宗教的四个要素来衡量，它没有坚硬的外壳。①”根据此项特征，笔者在调查

中把具有信仰活动场所、没有固定仪式和书面教义等要素的各类信仰活动场所都

归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之列，包括祠、堂、小庙、小庵、神像、家庙等。 

根据 2004 年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办法》，没有取得法人资格而以民间组织

名义进行活动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予以取缔。但是根据笔者调查，现在的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繁多，形式各异，一律的加以取缔既不符合宗教信仰自由的基

本原则，[6]也不符合现实。实际上，如果对民间信仰加以合理的规范和引导，民

间信仰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区别对待，分别处

理。 

1.对于较大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要积极的加以引导，规范他们在财务、会计、

                                                        
① 赵匡为.我国民间信仰的社会特征[EB/OL]. http://www.mzb.com.cn/onews.asp? Id=1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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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财产处分等方面的行为，积极引导他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①
。 

   2.对一些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提出的登记申请，要认真按照宗教活动场所登记

办法进行认定
②
。 

  3.对条件成熟、规模较大、信众较多，同时又有相应制度保障的场所，依法

办理登记手续，并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范围。 

  4.对已经登记的场所建立健全起各项规章制度，并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进行治理和规制。 

5.对其他未经批准的民间信仰不得新建、扩建、重建，民间信仰活动应在场

所内进行，不得举行游神和搞封建迷信活动。把合法的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和非

法团体、组织相区分，分别处理、分别对待。 

                                                        
① 关于印发《湖南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EB/O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22101. 
② 中共宁德市委办公室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对寺观教堂露天宗教造像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建设

管理的通知[EB/O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3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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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政教关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恢复和落实了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开放宗教活动场所，保护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宗教事

业在中国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健康发展。但是，伴随着宗教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敏感的宗教团体财产尤其是宗教团体房产的归属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实践中的政

策和做法相当混乱，对这些财产的法律关系的认识及保护措施相当缺乏。事实上，

长期以来，宗教团体财产的归属问题主要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予以调整，法律反

而处于辅助、次要的地位，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目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各项

社会经济建设，宗教建筑和其他财产因城市建设、旧城改造拆迁、商业化利用等，

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在广大城乡，滥建寺观佛像、侵占耕地等问题相当突出。宗

教团体财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重点选取问题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宗教团体财产主体问题。由于各个宗教（教派）的构成、人员、组织

等有所差异，教派之间、同一个宗教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宗教与政府宗教事务

机构之间的关系复杂且混乱，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合理的制度，明确各个主体的

地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义务。对此问题，笔者依据民法学的法人理论，参考国内

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认为宗教团体法人制度是解决宗教团体财产主体问题

的合理方式。赋予宗教团体独立的非营利法人地位，有利于理顺各个主体之间的

复杂关系；有助于宗教团体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有利于国家践行法治原则，

依据世俗法律对宗教团体财产事务进行规范治理。 

其次，宗教团体财产来源问题。部分宗教团体拥有庞大的财产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宗教团体如何取得庞大的财产以及如何对宗教团体财产进行规范治理却是

一个问题。为了探求财产来源的真实性，笔者作了实际调查研究，然后分析调查

所得的数据，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几点建议。 

最后，宗教团体财产处分问题。宗教团体如何处分其庞大的财产以及如何对

宗教团体处分财产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是论文所要解决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文章

依据实际调查所得的数据，对宗教团体财产处分类型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外部

监督的方式，特别是对宗教团体受赠财产处分监督制度作了详细的建构。 

另外，文章对属于宗教团体财产问题范畴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问题、宗教团

体内部财产民主管理制度、宗教慈善事业等问题也作了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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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分析，综合研

究了宗教团体财产问题的主要方面。 

本文研究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国家制定综合性宗教法律提供参考，

为国家和社会对宗教财产问题进行规范、监督和管理提供建议；另一方面，为保

护宗教团体合法的财产权益和其他利益，解决宗教财产过于庞大或者过于弱小问

题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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