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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财产法律地位的裁判逻辑与司法立场
张 建 文＊

内容摘要：宗教财产法律地位的特殊性来源于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所确认和设定的宗教性用途，该目的性
用途构成宗教财产的本质性特征，直接决定了宗教财产在法律规制上的特性。宗教财产的特性只与设定其宗
教性用途的登记程序相关，宗教财产的权属登记并未也并不承担该项功能。有关宗教财产的纠纷，司法机关
以区分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作为是否介入的判断标准，在该标准的认定中核心要素是审查被告是
否具有与宗教团体或者宗教财产管理有紧密关联的身份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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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宗教财产能否被继承或者遗赠
《宗教事务条例》第 ５ 章虽以“宗教财产”为题，但是并没有具体条文明确“宗教财产”的定义或者
判断标准，除该条例第 ３２ 条一般性地列举规定该类财产“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外，亦未
言明其在法律地位上有何特殊性所在。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有关宗教财产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宗教
财产的管理和归属的纠纷屡有发生，足以证明“宗教财产”的概念并非不重要，其亟待整理和开发。
“张广照等与九华山圆觉精舍排除妨害纠纷案”
（以下简称“圆觉精舍案”）就是一个值得作为研究
和分析的重要司法资料。该案经过一审、上诉和再审三道司法程序，形成了完整的司法裁判观点，足以
作为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宗教财产的判断标准及其法律特性问题的代表性判决。
该案基本事实如下：１９９２ 年，经九华山佛教协会和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教职人员释圆空在九华山
小天台寺庙北侧原有老庙基基础上主持重建寺庙，寺庙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划拨。１９９５ 年，释圆空作为
“法人代表”申请在宗教事务部门办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
《宗教活动场所申请登记表》中载明：申请单
位为“九华山佛教协会圆觉精舍”，
“现有房地产情况”为大殿 ９１．９４ｍ２、厨房 ４０．７ｍ２，管理组织为九华山
佛教协会。１９９７ 年，九华山圆觉精舍修建门楼、韦陀殿。２０１０ 年，土地管理部门为九华山圆觉精舍办理
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为九华山圆觉精舍，用途为特殊用地，类型为国有划拨。九华山圆觉精舍因相
关政策原因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九华山圆觉精舍建成后，释圆空即担任该寺庙住持。２０１１ 年，释圆
空年老生病，张广照及其家人来九华山圆觉精舍照料释圆空。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释圆空去世，之后张广照、
＊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宗教财产的立法规制研究”
（项目编号：１２ＣＦＸ０６２）的后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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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雪夫妻二人一直滞留在九华山圆觉精舍。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经九华山佛教协会会议讨论通过，并报宗教事
务部门备案，由教职人员释通晓担任九华山圆觉精舍负责人。后因张广照、茆雪二人阻拦，释通晓不能
回九华山圆觉精舍开展正常宗教活动，双方为此多次发生纠纷。原审原告的诉求是要求按照遗嘱继承
或者按照遗赠受赠获得圆觉精舍的不动产。尤其是在二审中作为原审原告的上诉人明确指出：“九华山
圆觉精舍房屋至今未进行权属登记，该房屋应视为建造人释圆空的个人财产。私人出资修建的小型庙
宇，归私人所有。释圆空在该房屋内进行宗教活动，并不导致所有权的变更，也不能意味该房屋系宗教
财产。释圆空立遗嘱将其所有财产赠与张广照，上诉人对九华山圆觉精舍的一切财产包括房产享有所
有权，有权居住在九华山圆觉精舍。”
在该案中，司法实践回应了有关宗教财产的基本法律问题：首先，宗教财产的判断标准为何，依据
哪些标准来确定某项财产为宗教财产，也就是何以取得宗教财产的法律地位。其次，宗教财产有哪些法
律特点，使得对其法律规制不同于一般财产，特别是与教职人员的个人财产是否有区别以及有何种区
别。最后，在有关宗教财产的权属与管理纠纷中，必须考虑哪些侵犯宗教财产的情形能够得到司法的救
济，也就是宗教财产被侵犯时相关合法权益的可诉性问题，该问题的基点主要是考虑司法机关作为外
部力量，哪些宗教财产纠纷应当由宗教团体自己去解决，哪些宗教财产纠纷可以由司法机关介入并通
过诉讼程序解决。
笔者以前述具体问题为视角，以该案裁判的基本观点为基础，尝试分析和归纳宗教财产在法律制
度意义上的特殊性，为将来民法典编纂中对宗教财产的法律调整做理论上的整理。

二、宗教财产的判断标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意义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宗教财产的法律调整问题，经历了从属于“神事”的神事法调整到由世俗化的
人定法调整的转变。在罗马法上，对法学的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①——就明显
与现代的表述方式有别。正如徐国栋教授所阐释的：“本段告诉我们，法首先调整人与神的关系”，
“反
映了古人的神法和世俗法的两法的法律体系观，这种划分在现代已被六法的法律体系观取代。现代尽
管仍然有人法和神法的划分，但已隐而不显。时常受到人们关注的六法都是世俗法。”②从我国的立法
看，
《民法通则》中的“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一语已经涵盖了宗教财产，但是《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有
关宗教财产的法律制度，
《物权法》更是只字未提《民法通则》的表述，所以宗教财产的法律制度建构需
求并未得到满足，仍处在理论研究的层面。
在本文所研究的圆觉精舍案中，宗教财产的判断标准得到了一审法院的回应，这可以作为探讨宗
教财产的判断标准问题的起点。一审法院指出：“教职人员释圆空主持重建寺庙后，将所建房屋作为处
所进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且在该所内开展宗教活动，该房屋即成为宗教财产，而非教职人员个人财
产。”③由此可以看出，不动产成为宗教财产应当具备物、事实性用途和法律性用途三个要件，前两个要
件是实体性要件，后一个要件是程序性要件。具体而言，应当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物的要素，即有将
要用于或者可以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二是事实性用途的要素，即教职人员已经在其中或者可在其中
从事宗教活动；④三是法律性用途的要素，即该不动产作为宗教活动已经在宗教事务主管机关进行过
登记。只有经过该登记程序，宗教用不动产才能够成为可以对公众开放并提供按照宗教用途使用的宗
①［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５ 页。
②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０－３１ 页。
③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九民一初字第 ５５ 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张建文：《特殊类型的公共财产：寺庙道观产权归属的解释逻辑与理论张力》，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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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场所，否则，即使有人在其中从事宗教活动，也无法取得《宗教事务条例》上规定的宗教活动场
所的法律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该程序要件实际上属于设定财产的宗教用途的行为。神法物的观念在古代罗马就
“此
存在，①而且其中的神圣物作为“奉献给神的物”，在当时已经要求须经法定程序才能取得此地位。
等法定程序因不动产和动产而不同，也因时代不同而不同。”②在古罗马最初须经贵族大会或元老院以
立法程序设置，③在帝政时期改为由皇帝批准。④但无论该程序的内容为何，程序的法律意义在于使该
财产成为具有特定目的的财产：可以是使财产成为神法上的财产，也可以使其成为人法上的财产。所
谓的特定目的不外乎就是宗教用途，正是该宗教用途使其成为与众不同的财产，决定了法律的规制必
须尊重并维护这个特定用途。
从我国《宗教事务条例》中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规定内容看，该程序性要件虽然也有登记的内
容，但是与不动产权属登记的法律意义并不相同。不动产权属登记意味着权利的归属和变动以及权利
上的负担的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只是意味着不动产被设定了宗教活动的用途，并因
此取得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地位。简言之，该宗教用途（或者说宗教目的）限制并拘束对宗教财产的管
理行为的范围，尤其是该宗教目的设定了不得对宗教财产实施任何可能导致该财产脱离其用途管制的
处分行为的禁令。
《宗教事务条例》正是沿着目的性财产的思路进行立法规制的，⑤该条例第 ３２ 条的禁
止性规定即为明证。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违反宗教用途的情形，已经有法院依职权将其纳入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情形，主动否定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如在“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诉四川省彭州市龙兴
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彭州市人民法院依职权否定了对宗教财产的反目的性租赁契约的效力。法
院首先强调：“彭州市龙兴寺系佛教传承的一座古寺，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继而叙明：“彭州市龙
兴寺改、扩建项目定位为配套服务龙兴寺大型佛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求佛礼佛公共场所和旅游休闲、
购物场所”；最后指出：“其中合同约定的原告人人乐公司在寺庙内开办大型综合性超级市场，将出售
肉制品、水产品等一系列商品的内容，违反宗教习俗，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
原、被告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应属无效。”⑥
在特定的情况下，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能够起到类似于产权移转登记的效果，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
并非就是产权移转登记。如在“李某某诉吴甲等继承纠纷案”中，最初具有家庙性质的合法修持场所“永
宁庵”，被其住持捐献并依法办理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而在捐献者子女提出要求继承的请求时，法院
就以“永宁庵……已经成为了宗教活动场所，成为原告和居士们念佛修行之地，永宁庵房产不宜作为一
般的商业用房和住宅可以进行买卖或转让”⑦为由，否定了对该财产的继承可能性。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所涉宗教财产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类型变更，从具有私有财产性质的家庙变成对广大信众开放的公共
“宗教活动场所”，该类型变更本质上属于将局限于特定家庭成员或者亲属为着宗教用途而使用的财产，
经过法定程序转换为提供给不特定的相同宗教信众或者公众使用的宗教财产。⑧所以在此存在的只是
①参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９ 页。
②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７２ 页。
③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
（上），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７８ 页。
④参见张建文：《现代公共财产观念的罗马法渊源及其对民生问题的启示》，载李昌麒、岳彩申主编：《经济法论坛》第 １０ 卷，群众
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４ 页。
⑤参见张建文：《目的财产学说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影响与实践》，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彭州民初字第 １４１６ 号民事判决书。
⑦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０）甬北庄民初字第 １３２ 号民事判决书。
⑧参见张建文：《宗教财产的类型变动问题》，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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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财产的用途变化，而不是产权发生了移转，但是宗教财产类型的转换导致其法律适用的改变，从私
有财产的家庙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意味着《宗教事务条例》第 ３２ 条关于禁止处分宗教财产的规定
将适用于该财产。这种宗教财产用途的变更产生了禁止宗教财产移转或者是再移转的效果，本质上属
于对其流通性的否定。在此过程中，该财产从可继承、可处分、可强制执行的财产，变更为不可继承、
不可处分、不可强制执行的财产，从完全属于私人财产自由范围内的财产，变更为属于受到政府和信教
群众监督和管理的财产。
在没有进行产权登记但进行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情况下，宗教财产仍然成立，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对宗教财产的认定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使尚未进行产权登记，依然可以适用《宗教事务条例》
第 ３２ 条关于禁止处分宗教财产的规定，从而维护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
宗教财产的用途在宗教财产纠纷中成为司法实践关注和考量的核心要素，在“圆觉精舍案”二审和
再审中，法院均关注到上诉人并“非宗教教职人员，长期占用九华山圆觉精舍以致该寺庙无法开展正常
宗教活动”①的事实和后果，从而支持要求上诉人立即搬出的原审裁判，体现了对宗教财产目的性用途
的尊重和维护。

三、司法实践对宗教财产法律特性的论证
在前述“圆觉精舍案”一审裁判观点中，法院明确提出了“宗教财产非教职人员个人财产”的命题，
这就意味着在法律上该财产与教职人员的个人财产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哪里？笔者认为，区别就在
于其不具有可流通性，也就是说不得转让，无论是以市场方式转让还是以非市场方式转让，均不被允
许。在该案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上诉人要求依据遗嘱继承或者受赠该宗教财产，这就提出了宗教财产是
否具有市场化流通性的问题。
物的流通，可以分为市场化流通与非市场化流通。市场化流通意味着可用以“转让、抵押或者作为
实物投资”方式的流通。对宗教财产市场化流通方式的禁止早已为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宣明：专
供礼拜上帝的神圣建筑物以及奉献物“根据朕的宪令，这些东西禁止出售和质押。”②除此之外，市场化
的流通方式还包括以买卖、变卖、拍卖等方式的强制执行③和“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而
非市场化流通意味着以继承、赠与、遗赠、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标的物等方式进行的流通。
《宗教事务
条例》第 ３２ 条主要针对的就是市场化流通方式（尽管未全面规定）
，但对于非市场化流通方式则没有任
何规定，这无疑属于广义的立法空白。司法实践对该问题进行了填补，在“宽明诉九江市城乡建设局遗
赠扶养协议纠纷案”④中，法院否定了宗教财产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标的物之可能性。⑤但是对于宗教财
产继承与遗赠的可能性，则囿于司法裁判的决疑性特点，司法机关没有也无法在该案中予以主动说明。
在本文所研究的“圆觉精舍案”中，则是明确提出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圆觉精舍”继
承与遗赠的可能性问题，这对于研究宗教财产的法律特性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拒绝
①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池民一终字第 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皖民申字第 ６４４ 号民事裁定书。
②［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９ 页。
③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现代化中，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按照第 ９９ 号联邦法律的最新修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８ 条第 ２ 款明
确规定：“属于宗教组织的祭祀用财产不得被按照其债权人的请求提出追索。该类财产的清单按照良心自由与宗教团体法规定的程序
确定。”参见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Часати перавая，вторая.третья и четвертая.－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Омега-Л》，
２０１５．С．７０．
④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１９９２）浔法民判字第 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２）九法民经字第 ２０１ 号
民事判决书。
⑤参见张建文：《论公共财产的界定标准——评宽明诉九江市城乡建设局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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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求继承该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一审法院在裁判中首先明确宗教财产不属于教职人员的个人财产，
其次是否定教职人员将宗教财产交由他人继承或者遗赠给他人的可能性，即“将不属于释圆空个人所
有的宗教财产交由释通晓或者张广照等人继承的内容无效”。在这里，司法裁判的观点虽然也维护了宗
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但是在论证方式上却不是直接肯定宗教财产的不可继承性，而是从教职人员无
权处分不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的角度否定请求继承的人的权利，也就是沿着继承法的私有财产可以
继承的逻辑，去首先解决该财产是不是处分者的私有财产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一些
微妙的区别，宗教财产的不可继承性仍然有待正面肯定，而不是侧面暗示。由此，在该案中所谓的宗教
财产与教职人员的个人财产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实际上一审法院并未予以直接明确的说明，而是否
定宗教教职人员对不属于其所有的宗教财产的处分可能性，从修辞的角度回避了宗教财产是否可以以
及可以被何人以（法定继承、遗嘱处分等）非市场方式处分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虽然没有明确正面肯定宗教财产的不可继承性，但是从否定教职人员的处分
宗教财产的可能性上，实际已经暗示或回答了宗教财产是否可以非市场化方式处分的问题。唯一可能
提出的疑问是，作为寺庙道观的名义上的产权人的各宗教团体，是否有权处分其“所拥有”的宗教财产？
从《宗教事务条例》第 ３２ 条和第 ３７ 条的角度看，已经否定了宗教团体处分其“所拥有”的宗教财产的可
能性。因为第 ３２ 条规定了自宗教活动场所获得该法律地位时起，即被禁止处分其所管理和支配的宗教
财产，更遑论作为名义上产权人的宗教团体，而第 ３７ 条则规定了在宗教活动场所地位丧失时宗教财产
的处理规则即目的近似原则，且该规则是具有强制性的，即宗教活动场所注销或者终止的，应当进行财
产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事业。上述规定决定了在宗教活动
场所从成立到其终止的整个期间，宗教团体即使是作为合法的宗教财产（宗教活动场所）的产权人，实
际上也仅仅是在形式上而非在实质上“拥有”宗教财产，因为其不拥有也根本不可能拥有处分宗教财产
的权能，充其量只有对管理和维持好宗教财产的宗教用途拥有监督权能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宗教财产，与归私人所有的小庙（家庙）也不相同。宗教财产原
则上是提供给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数的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乃至社会公众使用的宗教设施，而归私人所
有的小庙主要是在家庭成员或者亲属范围内提供按照宗教性用途进行使用的设施，两者的区别在于使
用者的范围不同，由此导致其法律地位上的差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按照具有规则创制意
义的司法解释的观点而言“应属公共财产”，①不适用私法上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制度去规范，而是考虑适
用公共财产的制度规范，最明显的就是不能像私的所有权人那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财产进行收
益或者处分。这已经不再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种观念上的公共财产，②而是作为具有制度建构性的
法律意义上的公共财产。而小庙则可以归私人所有，适用私人所有权的制度去规范，原则上所有权人自
己即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维持、废止该财产的宗教性用途，将其变成普通财产，进行市场化方式或者
非市场化方式的处分。
在“圆觉精舍案”二审中，上诉人已经提出：“九华山圆觉精舍房屋至今未进行权属登记，该房屋
应视为建造人释圆空的个人财产。私人出资修建的小型庙宇，归私人所有。释圆空在该房屋内进行宗教
活动，并不导致所有权的变更，也不能意味着该房屋系宗教财产。释圆空立遗嘱将其所有财产赠与张广
①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的《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
（［８１］法民字第 ２ 号、
［８１］
宗发字第 １６ 号）指出：寺庙、道观的“房屋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因此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外，
其它房屋的性质均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市佛教协会与市道教协会所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共财产并非如集体财产
和国有财产那样公有财产意义上的公共财产，而是在共用的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即可以提供给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的财产。
②神庙“这‘神之家’与家中的祭台和私人灵堂相反，是属于公众的，为所有公民共有。”
［法］让 － 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
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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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诉人对九华山圆觉精舍的一切财产包括房产享有所有权，有权居住在九华山圆觉精舍。”①上诉人
从建造的事实以及未进行权属登记两个角度，认为应当将涉案房屋认定为私有性质的家庙，从而按照
私有财产的制度进行处分。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作出的《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
问题的复函》中，确认了所附报告提出的“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者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但是
在一审中，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指出：“１９９２ 年经九华山佛教协会和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教职人员释圆
空在九华山小天台寺庙北侧原有老庙基基础上主持重建寺庙，寺庙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划拨。”在该句中
强调了四个关键要素：一是建造者的身份是教职人员，而非普通公民；二是教职人员的行为是经过宗
教团体和主管机关批准的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出资购买或者建造，蕴含了可以归私人所有的小庙等
财产的判断标准是出资行为，所以使用的是“主持重建”而非出资修建；三是“在老庙基基础上主持重
建寺庙”的表述意味着该财产的预定用途已经被事先确定；四是该寺庙土地使用权为划拨用地，再次
暗示了主持重建行为并非普通的出资建造行为，故不能适用物权法上关于建造人依建造的事实行为取
得物权的规定。可以说，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并没有确认教职人员有出资修建或者购置行为，而是认定
为“主持重建”，虽然没有进行权属登记但已经依法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所以没有认定该房屋为可以
归私人所有的小庙，从而立足于作为公共财产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定位去建构其裁判观点。
在前述造法性司法解释中，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被定位为公共财产，这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公共财产，②与通常所谓的公有意义上的公共财产，特别是《宪法》第 １０ 条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共
财产”完全不同，其特殊性来源于其用途或者目的的公共性，可以归入公众用物的范畴，而我国宪法
和物权法上的公共财产（其主要类型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公共性主要来源于其所有权主体的公
法主体身份，其范围较为广泛，包括了通常的公用物、公众用物、企业用物以及为数不少的工商业国
有财产。理解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的重要性，并精确把握司法解释关于宗教财产应属公共财产的
创造性表达，意味着司法或者说广义的法对信仰问题的适度开放，因为包含正义问题在内的人类的
生存意义问题，单靠科学的回答是不够的，法不可避免地与宗教或者世界观相联系甚至以其作为基
础，③或者说宗教就是一种世界观，如无神论者也同样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即所谓“无神论宗教”。④
对司法解释所创制的作为公共财产的宗教财产定位，值得引起法学界特别是民法学界的更多关注和
深入研究。

四、宗教财产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司法救济与团体自治的分野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宗教财产纠纷的可诉性问题，也就是说，在发生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
被侵犯或者被妨碍时，到底哪些类型的宗教财产纠纷是可以由法院予以审理并做出判决的，而哪些类
型的宗教财产纠纷与其由法院来裁决，还不如留给宗教团体自己去处理。
通常认为，有关宗教财产的管理事务属于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对司法机关是否有必要以及在若
有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宗教内部事务问题提出了需要加以谨慎对待的呼吁。正如有学
者认为：“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管理着其内部事务。它们选择的内部治理原则各不相同且与
其宗教观点存在紧密关系”，
“当谁应控制宗教财产的争议激烈而其中的一方来到民事法庭时，法官们
必须对这些案件作出判决，但是法官们是否适合决定使宗教社团成员处于分裂境地的问题呢？”⑤
①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池民一终字第 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张建文：《宗教财产立法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２－１７７ 页。
③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④［美］罗纳德·Ｍ·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於兴中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译者序”第 ３２ 页。
⑤［美］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程迈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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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司法机关关于宗教财产纠纷的裁判观点，比较一致的标准是“内部事务管理”标准，与国
家宗教政策所提的“内部宗教事务”①的表述内涵相同。该判断标准的核心要点在于所涉宗教财产归属
与管理纠纷是否具有内部事务管理权的性质。如果属于内部事务管理权性质的纠纷，则排除法院作为
外部力量裁决纠纷的可能性；如果不属于内部事务管理权性质的纠纷，则属于法院可以按照民法上的
排除妨害纠纷予以司法救济的范围。所谓的内部事务管理权，即宗教团体的独立自治权，也就是宗教团
体独立，对内部事务诸如神职人员任命、宗教事务管理、宗教规章制定等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宗教财产
权属于宗教团体独立自治的基础。②但是如何判断何种情形属于内部事务管理的性质，则并非易事。
笔者仅以 ２０１４ 年我国法院所据以做出有关宗教财产纠纷裁判的观点为基础作以分析。
从肯定层面论，要认定具有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的性质，需要被告具有某种与该宗教团体有紧
密关联的合法身份或者资格。在“永嘉县桥头镇集胜禅寺与余纪文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原审法院即裁
定：“本案所涉及的系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的管理权纠纷，应由宗教事务部门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
诉讼受理的范围”；③二审法院亦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对寺庙具有合法管理权限，该
争议实质仍然是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权纠纷，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④在该案中，
判定是否属于内部事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该案被告具有寺庙管理组织“寺庙协助管理小组”成员的身
份，从而认定该纠纷具有内部事务管理的性质。
从否定层面而言，在认定不属于内部事务管理性质时，需要确定被告不具有某种与该宗教团体有
紧密关联的合法身份或者资格。在本文所研究的“圆觉精舍案”中，二审法院就明确指出：“上诉人非
宗教教职人员，长期占用九华山圆觉精舍以致该寺庙无法开展正常宗教活动。原判支持九华山圆觉精
舍排除妨害之诉求，并无不当。”⑤再审法院也以近乎完全相同的表述支持了这个判断标准：“二人并非
宗教教职人员，长期占用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导致寺庙无法开展正常宗教活动，故原审判决支持九华山
圆觉精舍排除妨害之诉并无不当。”⑥可见，其关键要素就在于被告的“非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标识。
在另一起涉及非法承包寺观的宗教财产纠纷中，法院也以此标准支持了宗教团体要求排除妨害的诉求：
“河桥乡政府与通晟公司修订前的《观音山旅游开放合同书》中针对观音山云极观使用的土地、房屋、
人员和收益的约定，违反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应属无效。
《观音山旅游开发合同
书》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重新修订后，上诉人观音山旅游公司仍未按规定退出对观音山道观内部事务管
理的行为，侵犯了该道观合法权益，应当停止侵权，排除妨碍。”⑦在这里法院考虑的关键因素就是旅游
公司作为商业法人参与宗教财产内部事务管理的身份因素。
简而言之，判定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的核心要素，就是参与或者要求参与宗教财产管理的
人，是否具有与该宗教财产的宗教用途相一致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宗教财产管理组织的合法身份。

五、结论
从我国实在法的角度而言，宗教财产是指已经办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不动
①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国宗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
②参见王秀哲：《成文宪法中的宗教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１８ 页。
③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温永桥民初字第 １５４ 号民事裁定书。
④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温民终字第 １６４３ 号民事裁定书。
⑤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池民一终字第 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皖民申字第 ６４４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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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设施，在范围上接近于《宗教事务条例》第 ３０ 条所谓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
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的表述。
宗教财产的特殊性来源于其经由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所确认和负担的宗教性用途，该目的性用途作
为宗教财产的本质特征直接且决定性地导致宗教财产的不可流通性（不可转让性），决定了宗教财产在
法律规制上的特性。宗教财产的特性只与作为宗教性用途的官方确定程序（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直接相
关，宗教财产的权属登记并未也并不承担该项设定财产之用途的功能，后一功能在我国是由宗教活动
场所登记实现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本质上类似于公物法上的具有处分性质的“公用开始行为”。①因
此，即使在没有进行房屋权属登记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的
设定和效力。
有关宗教财产的司法纠纷，司法机关坚持了区分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的判断标准，以
此作为司法机关是否介入处理宗教财产纠纷的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内部事务
管理”的判断基准，关键是确定被告是否具有与宗教团体或者宗教财产管理有紧密关联的身份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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