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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自产生以来，宗教一直在人类社会

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宗教立法则是促进宗教事业发展、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律依据。民国时期的宗教

立法在我国近代史上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立法事件。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政府败退台

湾，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继续推行宗教政策，颁布宗教法律法规，可以说民国时期国民

党政府的宗教立法与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具有很大的纵向继承和发展关

系，研究近现代宗教立法能够为我国继续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加快宗教法律体系的

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是值得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是在国内外混乱背景下实行的。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

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涉及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条文；袁世凯篡夺革命果

实以后，颁布了一些宗教法律法规，但袁世凯的目的是想以法律的形式把个人独裁加以

肯定，所以到其垮台时，各个法令均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改良社会风气，

稳定社会秩序，与各种宗教进行协调商议，希望各宗教事物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得到妥

善处理，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文，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单独成法，这样就构

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较为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为现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法律的设立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依据台湾的具体特点，国民党施行了针对

台湾地区的宗教法律，这些宗教法律法规是一步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台湾地区的宗教与大陆宗教同根同源，并且台湾宗教的历史可以证明台湾地区从来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拿民国政府的宗教立法与现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政策进行对比

研究是以一个中国为根本基础，两种社会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学术研究，同时也为海峡两

岸和平统一做出了思想文化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就当前的中国现实来看，宗教依然会长期发展下去，并不会迅速的消亡的，宗教问

题依旧会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并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民族性和大众性，如何处理宗

教问题，建立什么样的宗教法律体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研究民国政

府时期和现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对比关系，既能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又可展望

未来，为我国的宗教立法提供良好的借鉴。可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宗教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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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影响持久而深远的现实存在，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的。世界各国政府

无一不重视宗教法的制定和实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一定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和研究。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关键词：民国政府，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继承，政教关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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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 Relig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ince produced, religion has always been in all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plays 

a decisive rol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by all previous dynasties rulers. 

Religion legislation is promoting the cause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and 

ensure social stability important legal basi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history is event has 

certain typical legis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retreated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aiwan 

continued to promote religious policy, religious promulg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an say the KMT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aiwan region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has a great deal of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modern religious legislation to our country 

pursues its policy on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law system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is worth studying and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deep thinking. 

The religious legi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os. Sun 

yat-sen led t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involved in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of law; After Yuan Shikai to usurp the revolution, has issued some 

relig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but Yuan Shikai 's aim is to want to put personal 

dictatorship in the form of law to be sure, so when the collapse of its various 

laws were repealed; In early days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social atmosphere, stable social order, coordinate with various religious 

counsel, hope all the religious affairs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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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disposed of properly, successively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laws,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 religious method separately, thus form the 

relatively perfect religion law system in modem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Taiwan's religious law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retreated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the kuomintang imposed against 

religious law in Taiwan area, these religions are improving step by step up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religious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religion with China Taiwan region, 

and Taiwan's religious history can prove tha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never tak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compared with modern Taiwan's religious policy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hinese 

as a fundamental, two kind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orm of social system, 

but also for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made the 

ideological culture work,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China's reality, religion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for a long time, will not be extinct quickly, religion still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society, and has the complexity, variability, nationality and 

the mass, how to deal with religious issues, establish what kind of religious 

law system is directl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the modern Taiwan religious 

legislation comparison relations, can not only in retrospect, summariz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ut also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s religious legislation.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ligion as a lasti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human society 

reality, is any political power cannot be ignore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ll place emphasis to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 of religious law. The study 

of realistic problems must be withou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History is any guide, it can be seen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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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一直是近代世界人权运动和宪法国家治理的重要主题。宗教立法问题

也是学术界和宗教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并存，

人心混乱，使得各宗教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民党执掌中央政权之后，在法

律上对宗教开始进行管控，其中在宪法中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的人身自由一样，是宪法赋予每个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宗

教信仰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涉，不受任何组织、个人的非法侵犯。1929 年，民国政府颁布

了《监督寺庙条例》，成为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宗教法规，这一条例也体现出民国时期

宗教立法观念已从以前的“管理寺庙”到“监督寺庙”的重大变化。 

1949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迁居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割据”统治，民国时

期的宗教法制也一起被带到台湾，成为台湾省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主要法律依据。从

1949 年到 1987 年台湾省实行戒严政策，《监督寺庙条例》一直是处理台湾当局宗教事务

的主要法规，但台湾的宗教法制也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着尝试，从 1957 年到

1987 年，内政部都在尝试着制定新的宗教法，但都因种种原因无法推行；1987 年，台

湾戒严解除，省政府和宗教界更致力于宗教法制的探索和革新，开始对台湾地区的宗教

法制建设谋划蓝图，2005 年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由内政部提出并送交行政院院会通

过，后送到立法院审查。可以说这一“宗教团体法”是当代台湾第一部真正进入立法院

审议的宗教法案。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当今社会，宗教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对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到民国时

期的各宗教立法的概况和当代台湾地区的立法形式，而且对于我国大陆宗教立法的实行

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关于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的宗教立法问题，学术界研究颇多。大陆研究民国时期的

宗教立法和政教关系较多，港澳台地区研究当代台湾宗教立法问题较多，有的以史学视

角进行研究，有的以现代性视角进行分析比较，而研究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则主要

是以现今台湾的特定状况和现今立法背景进行研究。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文中（含脚注和参考文献）凡台湾的法律称

谓均应加引号或去书名号加引号；所谓台湾的行政构及其它机构均应加双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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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研究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的较多，论著主要有龙静儒的《宗教法律制度初探》

①
，李建忠的《信教自由之研究—以近代宗教立法之沿革与内容为中心》；主要介绍了我

国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宗教法制建设；马莉的《现代性视阈下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研

究》
②
是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文章以“现代性”为视角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了民国政

府时期的宗教法制政策，从政治管理和维护统治的功能基础上分析了民国政府宗教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强调在阶级社会前提下，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都不会只实施其维护统治

功能而不实施其政治管理功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是非得失。

而文中也列举了民国时期的主要宗教立法内容，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是研究

民国时期宗教立法的优秀文章；陈金龙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以佛教为中心

的考察》
③
，重点介绍了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内容详实，

资料丰富，但侧重政教关系研究，关于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内容稍显单薄；南京审计

学院谢冬慧的《另类法文化解读•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法论略》
④
，文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

期，民国历届政府为加强宗教管理所进行的一系列宗教立法活动，重点介绍了保护宗教

财产的寺庙管理条例，认为这一系列的宗教法制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宗教法律文化的发

展进程，同时也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执行宗教法规时所面临的阻力，从而导致政

策主张半途而废的状况；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宝海、徐峰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宗教法规评析》
⑤
；文章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的有关资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法规，分中国本土性宗教和基督教两类进

行了论述个评析。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由于依据的史料来源较为单一，对于宗

教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认同、评价等方面没有论述。广州大学郭华清的《南京

国民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论析》
⑥
一文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行政规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内容、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

评论。文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将宗教管理纳入法制轨道，禁止迷信和营利性的宗教活

动，值得肯定。但其宗教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矛盾之处较多，也存在诸多漏洞，应引

                                                        
①龙敬儒，《宗教法律制度初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 
②马莉，《现代性视阈下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③陈金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以佛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1 版。 
④谢冬慧，《另类法文化解读•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法论略》，《东岳论坛》，2012 年 11 月第 33 卷第 11 期，第 177-182 页。 
⑤张宝海、徐峰，《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宗教法规评析》，《泰安师专学报》，2001 年 9 月第 23 卷第 5 期。 
⑥郭华清，《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论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 2 月第 6 卷第 2 期，第 87-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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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戒；李谦的《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状况分析》
①
，文章详细叙述了从 1912 年中华民

国成立到 1949 年蒋介石政府迁台这段时间，各界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涉及宗教的法

律法规，分为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和关于宗教的专门法律法规两部分，并介绍了这

段时期各个宗教在法律法规下的主要状况，最后总结出从国家法律层面确定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这一权力没有变更的结论，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将法制寓于各个宗教之后

所产生的历史效应，其中包括将宗教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宗教管理政策不严密，法规存在明显漏洞；对各个宗教管理不平等；黄秀敏的《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佛教管理——以蒋介石和太虚的关系为中心考察》
②
主要论述了 1927 年

-1947 年蒋介石与太虚大师的交往及两人的关系与政教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对

佛教管理的影响，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进行的一些列改革及制定的相对完整的佛

教法规体系，在保证政教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加速了佛教现代化进程，但也认为改

革政策多数半途而废。认为处理好政教关系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至关重要；何建明

的《从管理寺庙到监督寺庙》
③
一文，认为《监督寺庙条例》不仅成为民国时期最为重

要的宗教法规，其出台更体现了民国时期宗教立法观念从此前的“管理寺庙”到“监督

寺庙”的重大转变，提出在现代宪政原则下，只有采取合理的宗教社团管理，让宗教界

自己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项合法权益，才是现代国家发展的长

久之计。 

研究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的有郑志明的《台湾戒严后的政教关系》
④
，这篇文

章从现有政教互动的现象中进行观察，思考架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当代台湾的政教关

系“暧昧不明”，宗教发展缺乏规范，不少宗教在钻法律的空子，这不利于政教关系的

和谐，政治与宗教互相渗透，但双方又缺乏主体建构的自觉性，规范脱序，乱象丛生。

文中作者也指出了政教双方需要实践的方向，最后提出《宗教团体法》草案的拟定，对

于政治和宗教而言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唐蕙敏的《当代台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⑤
阐述

了 1949 年到 20 世纪末页台湾佛教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分为戒严体制下和解严后两个部

分进行论述，认为戒严时期台湾宗教与政治关系较为紧张，佛教事件频发，且具有很大

                                                        
①李谦，《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状况分析》，佛教导航网，http://www.fjdh.com/wumin/2009/06/05372285029.html。 
②董秀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管理—以蒋介石和太虚的关系为中心考察（1927-1947）》，《北方文学》，2012 年

8 月刊。 
③何建明，《从管理寺庙到监督寺庙》，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3617。 
④原是亚洲政教关系会议的论文，发表在《亚洲政教关系》，张家麟编，台北：韦伯文化出版，2004 年。此处来源于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3。 
⑤唐蕙敏，《当代台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台湾研究·宗教》，199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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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解严后两者关系逐步松弛，佛教可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介入选举，佛教为自

己争取到了较多的利益。结论认为，台湾政治的变迁，深刻影响了台湾佛教的性格，而

台湾佛教的运作也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成为当代台湾政治生活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瞿海源的《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
①
一文，涉及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当代台湾地

区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令，但所用篇幅较小；范纯武的《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

回顾与前瞻》
②
就战后台湾民间宗教进行了理论梳理和事实把握，提出战后初期台湾民

间宗教的两点主要变化，并对 1970 年代后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化和都市化问题进行了

阐述，最后介绍了台湾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交融的问题，对 21 世纪的台湾民间宗教

进行了展望和期许，可谓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上乘制作，但涉及民间宗教与法规、法律

政策的内容则几无提及；林本炫的《台湾地区当前宗教立法的分析》
③
，文章主要探讨

了当代台湾立法的背景和发展，著者从国家、社会、宗教三方面出发，说明当前宗教立

法实为过去历来要求宗教立法的延续。文章主要分析了台湾“内政部”的《宗教团体法

草案》，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和重要条文版本演变，阐释了宗教立法的进步之处，但也揭

示了存在的困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一文章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较大借鉴；林端的

《台湾新宗教法令对民间宗教、新兴宗教与祭祀公业的可能影响》
④
一文，以现代性视

角分析了当前台湾地区颁布的一系列宗教法令对民间宗教以及新兴宗教等的管理问题，

得出的结论为这一系列的宗教法令对于规模不大的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而言，会在宗教

市场竞争中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对“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产生一定的减损作用。 

（三）概念界定 

1、宗教的概念 

W.C.Smit 曾言：直到目前为止，我或敢妄言，还没有人提出关于宗教的定义，能够

让人心悦诚服
⑤
 ；W.C.Smit 同时也指出，大多数宗教学的书刊在开头处都想为其立下一

个包括所有要素的定义，但事实证明，“宗教”一词不能以任一单独的原则或要素来代

表，我们毋宁说它是个集合名词，甚至可以发现在宗教里面存有太多同等重要的特征。

                                                        
①瞿海源，《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1997 年版。 
②范纯武，《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史哲》2009 年第 1 期，75-88 页。 
③林本炫，《台湾地区当前宗教立法的分析》，佛教导航网，http://www.fjdh.com/wumin/2009/06/05374085066.html。 
④林端，《台湾新宗教法令对民间宗教、新兴宗教与祭祀公业的可能影响》，2008 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资料，

文章来源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2 年卷总第 17 卷)。 
⑤ W.C.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New York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1964),p16 转引自简翰

龙《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1990 年）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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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组织，结合了有共同信仰的人。而大多

数的社会学家则视宗教为一种制度，是人类在团体生活过程中为了满足或适应某种需要

而自然发展出来的；
②
而倡导无神论的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

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③
。针对以上宗

教概念不明的情况，笔者较为肯定台湾学者李亦园的观点，且以其观点作为本文研究的

基础概念。李亦园将宗教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泛指信仰超自然存在，即对非人的东西

之信仰；广义则指终极的关怀；涉及到宇宙的存在、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观念，以及伦

理道德等
④
。 

2、宗教法的概念界定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宗教法是宗教政治集团借助国家政权将宗教信条法律化的结

果，主要指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伊斯兰教法等法律；
⑤
关于宗教法制方面，一些学

者认为，有关规范宗教事务的法律，从规范对象来区分，可分为（1）由国家公布施行

者，其对象为去与全体国民宗教事务之法律及特定宗教团体之法律；（2）国家与宗教团

体所成立之协议。（3）受国家承认之“宗教团体内部规章”三类
⑥
。本文所指的宗教法，

乃为国家或地区所制定以国家或地区与宗教团体间，其规范为以宗教团体特定对象的宗

教性法律，乃公权力位阶的全国或全省性法律，至于其法制名称，则以“宗教法”、“监

督寺庙条例”、“宗教法人法”、“宗教团体法”、“宗教保护法”等均纳入研究范围。  

（四）创新之处 

本文在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突破： 

第一，研究方向独特。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与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为研

究对象，一改以前学者单单从一个历史层面进行研究的状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学

的视角，把具有前后关系的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两者的优缺点。首先，对民国

时期的各宗教状况及当时的宗教立法状况进行分析梳理，重点突出了民国时期的宗教立

法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创了法制先河；第二部分以详实的史料和数据介绍了当代

                                                        
①参见 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ew York:Nal penguin(1958),p29；转引自简翰龙《宗教与

国家、宗教与政治》，（1990 年）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 1 页。 
②转引自姚丽香，《台湾地区光复后宗教变迁之探讨》，第一章导论涂尔干所言，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4 年，第

1 页。 
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 页。 
④李亦园，《政府政策与民间信仰》，收录于《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会论文集》，台湾省政府民政厅，1982 年 9 月 25 日

第 191 页。 
⑤龙敬儒，《宗教法律制度初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第 2 页。 
⑥黄月钦，《关于宗教立法之商榷》，《华罔法粹》第 17 期，1986 年 3 月，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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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从日据时期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的宗教发展脉络，主要分析了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到 21 世纪之初，台湾当局所进行的一系列宗教立法政策；第三部分

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的异同点，分别从立法背

景，立法内容和立法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具有前后继承关系的两者，在不同的

年代，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文化下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二，研究资料详实新颖。研究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不仅需要民

国时期的史料，而且需要挖掘当代台湾地区的资料。笔者在较大范围内搜集相关资料，

搜索资料汇编、检索地方志、期刊杂志等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台湾宗

教立法》、《宗教法规十讲》等是本文资料的重要来源。 

第三，研究方法新颖。本文既有传统史学的考据，又有新史学方法的吸收借鉴。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运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

学科的理论知识，对民国时期与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利用比较法，

归纳总结方法分析两者的前后及比较关系，运用图表法更为清晰地展示两者的发展变化

及内在关系，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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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国时期宗教立法背景与主要状况 

（一）立法背景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历经 38 个年头。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其中主要分为北洋政府（1912-1927 年）和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 年）两个时

期，此时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社会转型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

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了诸多的问题和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各个宗教虽在艰难困苦之中，但仍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

在宗教立法方面更是进步重大。越是乱世，人们对宗教信仰越是依赖，以为心灵上的慰

藉。正如熊希龄所言：历来宗教发展，皆在战争之时
①
；从整体而言，民国时期与中国

古代其他历史时期比较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翻了封建帝制，

创建了中华民国，近代历史开始向现代型社会转变；引进西方近现代优秀思想的同时，

从法律上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与历代相比有了根本的改变。宗教作为一

种社会存在和仪式形态，必然始终与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保持联系的纽带即为当权

者的宗教法制建设，也可以说是一种法律上的宗教政策。从而，宗教政策也就必然受到

政治制度、当权者的政治思想观念、政治管理机构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虽然处于内外混乱时期，但各宗教在不同程度上均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突破，国民

政府也体察到了宗教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定作用，实行宗教政策对于维护统治具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推行宗教立法势在必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也证实了，没有良

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制建设是行不通的。因此，笔者以为，在外来宗教思想特别是西

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实行宗教立法便逐渐成为可能。 

（二）民国时期宗教立法的主要状况 

民国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综合在一起，

形成了民国时期的较为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其中，既有关于宗教信仰的专门的法律法

规，也有寓于其他法律之中的宗教法律条例或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使民国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0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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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宗教管理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同时也体现了民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重视和以教

民为中心的理念，对当时民众的宗教认同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对宗教信仰的法律规定：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

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

由。临时政府还提出了国民信仰何种宗教，“政府不加干与”，但是“非谓宗教范围以内

举非政令之所及也
①
”； 191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的“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

案）》，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匀平等。” 第十

二条：“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1931

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1947

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此后，国民党政府也又

多次提出了对宗教进行改良的政策主张。 

关于专门的宗教法规主要有：（1）关于佛教、道教的法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关

于保护佛教僧众及寺庙财产的令文》（1912 年 11 月-1914 年 1 月）、《内务部公布寺院管

理暂行规则令》（1913 年 6 月）、《内务部请明令保护佛教庙产致大总统呈》（1915 年 8

月）、《大总统公布修正管理寺庙例令》（1921 年 5 月）、《内务部制定著名寺庙特别保护

通则致国务院法制局公函》（1921 年 11 月）等。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制定的专门宗教法规有《寺庙登记条例》（1928 年 9 月）、《废

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8 年 9 月）、《神祠存废标准》（1928 年 10 月）、《寺庙管

理条例》（1929 年 1 月）、《监督寺庙条例》（1929 年 12 月）、《令禁止幼年剃度》（1930

年）、《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1931 年 6 月）《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

（1932.9）、《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1935 年）、《寺庙登记规则》（1936 年 1

月）等。 

在这一系列宗教法规以及草案中，以 1929 年的《监督寺庙条例》和 1936 年的《寺

庙登记规则》较为重要。 

1915 年 10 月 29 日，袁世凯以教令第 66 号公布《管理寺庙条例》，至 1926 年 5 月

20 日，又经袁政府加以修订。 

本条例共 5 章 24 条，规定寺庙须向地方灌输呈请注册，其财产及僧道，与普通人

民受同等之保护。凡是著名的林地，有关名胜或形胜的寺院、庙堂，由该地方官特别保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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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之。凡寺庙在历史上有鲜明宗教陈迹，或徒众信守教规，为人民所崇仰者，由该管地

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由内务部呈请大总统分别颁给经典、法物或匾额以表扬之。寺庙

财产，由住持管理，不得抵押或出售，并且不可侵占、没收或提充罚款。僧道一切教规，

从其习恪，但前提是不可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寺庙住持违背管理之义务，或僧道，

住持不守清规，情节较重者，该管地方官得申诫或辞退之
①
。 

1929 年一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内政部所拟订《寺庙管理条例》21 条中，

规定了诸寺庙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寺庙本身，僧道住持等不可把持或予以浪费，并不允许

私自抵押或处分。僧道住持的传承，遵从原有的习惯，但不是中华民国国人不可继承。

各个寺庙应按照财产的多寡，自行办理小学校、图书馆、补习学校、公共体育场、救济

院、贫民工厂、贫民医院、合作社等。凡有僧众破坏教规、违反党治及妨害善良风俗传

播者，由该市县政府呈转内政部核准后，命令废止或解散
②
；废止或解散寺庙后，需将

资材转交该市县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保管，由其酌情兴办各公共事务；寺庙根据自己的

具体情形，自行办理各项公益事业
③
；该条例对寺庙财产干涉较为严重，使得寺庙享有

财产成为空名，而掌控寺庙权利和财产的仍为政府，且这一条例衍文较为繁杂，模糊不

清，自身已不完善。因此在颁布之后，各地庙产纠纷更加严重，要求另行更张者较多。

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条例送立法院修正，而所有寺庙事项，一律保持现状，停止了处分
④
； 

立法委员会于第 27 次会议上提出讨论，决议由立法委员另行召集讨论，各委员认

为条例难以实行，于是决定另行拟定《监督寺庙条例》，在立法院第 63 次会议上，提出

将《监督寺庙条例草案》逐条进行讨论，并省略三读，由国民政府通过全案，并于同年

12 月 7 日公布。 

本条例共 13 个条款，规定建筑物内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不论是何名称，均视为

寺庙，其财产和法物均要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登记，并交由寺院住持予以管理。“寺庙

之不动产及法物，未经所属教会决定，并提请该管官署许可的，不可处分或变更，寺庙

住持须为中华民国人民，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政党开支外，寺庙财产不得动

用。寺庙应按其财产具体情况，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其收支及所办社会事业，住持应

                                                        
①谢振民编，《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22 页。 
②谢振民编，《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22 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17-1019
页。 
④内政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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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呈报该管官署，并予以公告
①
；”其中违反条例第 5、6或 10 条规定的，由管理官

署革除住持职务；违反第 7、8条规定的，需逐出寺庙或送法院查办。 

《监督寺庙条例》第 12 条规定：蒙古、西藏、西康、青海之寺庙不适用此条例。

因而，1930 年 11 月，蒙藏委员会呈送蒙古会议关于宗教各决议案于行政院，其一为《蒙

古各旗及平热等处喇嘛寺庙管理办法》，其二为《蒙古喇嘛寺庙登记条例》。行政院令由

内政部分别签注意见，予以改正，复发交蒙藏委员会依据修正后，即转呈国民政府批交

立法院核议。 

政府立法院提经第 122 次会议讨论，交付法制委员会予以审核。该会于第 106 次会

议提出讨论，当决定推委员王葆真、郗朝俊、蔡瑄、孙镜亚、王用宾作初步审查。旋开

第 114 次会议，将初步审查结果提出讨论，并加推委员林彬、史尚宽、罗鼎共同整理。

复开第 121 次会议，详加讨论，结果议定《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草案》，其内容包括

《蒙古喇嘛寺庙管理办法》、《蒙古喇嘛寺庙登记条例》及蒙古会议关于宗教之议决案。

立法院在第 145 次会议上，将该草案逐条讨论，省去三读，通过《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

例》全案并由国民政府于 1931 年 6 月 25 日公布。此条例共 18 条，涉及范围包括蒙古

各旗及北平、沈阳、承德、五台、长安、归绥、甘肃、青海、东陵等处的喇嘛寺庙
②
；

这一办法规定了喇嘛寺庙之领袖喇嘛为住持，由蒙藏委员会或该管蒙旗官署，分别派中

华民国国籍人民任之，综合管理各寺庙事项。承担管理工作的喇嘛，由住持按照惯例及

等级派任，喇嘛换发札付等事，则需住持负责，但要分别呈报对应的监督机构。住持应

起草喇嘛名册，寺庙资产及法物清单，预算和决算每年收支款项，分别呈报监督官署。

其余各条大致与《监督寺庙条例》无异。这一方法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较为成形的登记制

度，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实现是很困难的。国民政府仿照清朝政策，于 1934 年 1

月制定了《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规定“凡是蒙藏及其他各地之呼图克图、诺

们汗、淖尔济、班第达呼毕勒罕”等藏传佛教领袖，分为六班，每年召集一班来京展觐，

以报告边地宗教情形
③
；国民政府于 1935 年末制定了《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并在 1936

年初，公布了《喇嘛奖励办法》，这两个法规吸收了清朝管理办法，然而，由于藏传佛

教不在国家政府有效地控制范围内，效果是有限的。 

（2）有关基督教的法律规范：民国时期正直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基督教
                                                        
①谢振民编，《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23 页。 
②内政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28 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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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主教依仗诸列强，在可行使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下，发展可谓顺风顺水。民国政府在

对他们进行管理时也是与佛教、道教不同的，管理较为松弛，宗教法规也屈指可数；但

鉴于文化入侵的事实，国民党及其政府作出一定的努力。 

二十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草拟了防御文化侵略的方针，国民党江

苏、湖南、湖北、山西、山东及上海、南京、青岛等省市执委会均制订了办法，付诸实

施
①
；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青年会因为活动范围广，影响较强受到了国民党和国民政

府的重视，戴季陶在会见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的时候，曾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即宗教

自由，青年会须在三民主义之范围内活动，青年会应为中国的青年会，这三项原则是要

将青年会的活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上
②
；1930 年，国民党与基督教青年会经过协商后草

拟了《指导基督教青年会办法》，该办法规定：青年会举行集会应通知当地高级党部，

由高级党部派人指导；青年会学校每周应举行总理纪念周一次，当地高级党部须派代表

出席并进行演讲；青年会须设置党义研究会，当地高级党部须派人指导
③
；1931 年 2 月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定了《指导基督教团体办法》，其目的在于规范并“指导”基

督教团体，同年年中改名为《指导外人传教团办法》，这一办法适用范围为外国人在中

国国内各地设立的传教团体或组织。《办法》规定了各地外国人传教团体应当受政府监

督、党部指导，但各团体例会不在其中。当地高级党部需派人参加重大会议；同时各地

外国传教组织不得进行反三民主义的组织宣传活动；外人传教团体的总会部署需在办法

公布后四个月内向中央党部汇报注册，登记后再呈报所在地政府予以备案；各个团体若

有违反规定者，由政府依法予以取缔。从办法颁布后到民国终期，无一例外人传教团体

被取缔的事件，可见这一办法在当时只是起到了备案审查登记的作用。1931 年国民政府

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试行条例》，但实施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并未实行
④
；外国传教

士在华仍然享有治外法权。1935 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宣称：外人入内地传教，除应受内

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之限制外，尚无其他特定限制规章
⑤
。由此可见，国

民政府对外国教会及传教士的活动在监督管控及约束能力方面较为有限，而只有保护职

责，对于建立系统的对外国传教士的管理法规体系更是无从谈起。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17-1030
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23-1025
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26-1027
页。 
④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54 页。 
⑤秦孝仪编，《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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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伊斯兰教的规范：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是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

族政策
①
基础之上的。北洋政府时期和袁世凯时期，针对伊斯兰教采取利用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群众的主要措施，在宗教立法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表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伊斯

兰教政策，其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些特点较为明显和突出，但也有对孙中山宗教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基于在识别与维护的前提下，实行控制和同化政策，对伊斯兰教实行控制，

对穆斯林各民族实行同化
②
；对于宗教立法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宗教法规

中，针对伊斯兰教的涉及较少，《寺庙登记规则》、《寺庙登记条例》以及《监督寺庙条

例》等法规条例均适用于佛、道教，但基本上不适用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与佛教、

道教、基督教相比又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征，这样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处理伊斯兰教事

务时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时间推移到 1940 年 10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参照《监督寺

庙条例》，出台了《清真寺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得到了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批准和备案，

由此伊斯兰教事务的处理才有了相关的法律依据。中国回教协会立即通饬全国清真寺一

体通照执行。1947 年 6 月，回教协会将上一《办法》进行修改，制订出了《中国回教协

会清真寺管理暂行办法》，也获得了内政部的核准。 

中国回教协会和其他伊斯兰团体承担了许多对伊斯兰教的管理工作；与之不同的

是，佛教会或道教会却不能承担佛教和道教相同的管理工作，而是依据相关法律由政府

机构负责。修订后的《暂行办法》有 15 条，突出了中国回教协会对各清真寺的管辖，

以及政府内政部对各清真寺的掌握与管辖。1940 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做出规定，中国回

教救国协会制定清真寺管理办法及寺董会组织规章，附推 8项注意事项，从这一规定中

可以看出，中国回教协会对清真寺及寺董会的最高领导地位和管理是有限的，这一点充

分体现了政府当局对伊斯兰教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总体而言，民国政府对伊斯兰教的

政策相对于其他宗教来说政策比较宽松，但是政策理论与实际有所脱节，我们也应看到，

这一脱节现象是受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所影响的，民国政府实行这一宗教政策时虽缺乏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问题的原则或纲领，构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民族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中，从理论到时间，他始终坚持建立一个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平等”、

“民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2）承认民族平等，提倡民族团结。孙中山先生认为要消除民族隔阂，正确而又妥

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前提是要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强调各民族要相互团结，宣扬“五族共和”

思想。（3）推动民族进化，主张自觉自治。孙中山于 1924 年时提出“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

自觉自治”的主张，希望在统一的国家内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对加强国内各民族革命力量的团结产生了积极作用。

（4）重视边疆建设，开发民族地区。孙中山先生不仅创建了民主革命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建国方略，其中关

于开发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宏伟规划占据重要位置。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把边疆

民族地区与内地用铁路连接起来，还要发展新疆、蒙古的水利灌溉，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5）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 
②马莉，《现代性视阈下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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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联系性，也呈现出诸多随意性和变化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的许多伊

斯兰教法规和举措还是体现了其一定的政治管理功能的。 

（4）关于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悠久，对中华民众的日常生活、

精神状态、终生信仰等影响深远。进入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乘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之际，

取得了巨大发展，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对这一形势，民国政府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查禁和取缔部分民间宗教，同时也为维护

自身统治，与一部分民间宗教进行串通，拉拢扶植。但在宗教法治方面，则没有明显表

现，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多以打击镇压为主，拉拢扶持为辅，从中也可

得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对待民间宗教方面具有局限性和封建落后性的特点。 

（三）民国时期各宗教发展状况 

在各界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下，从 1912 年到 1949 年，民国政府时期的各个宗教派

别不同程度的获得了发展。 

第一，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曲折发杂的发展

过程；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佛教界则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开始进入

式微阶段。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始实行共和制；

佛教也在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下开始复苏和发展起来。佛教的复苏和发展主要表现在：（1）

佛教徒数和佛教团体组织增加；20 世纪 30 年代，佛教发展较为顺畅，僧众数量上升，

全国各地寺院开始恢复和重建。佛教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中华佛学会”、

“上海佛教维持会”等。1947 年 3 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成立中国佛教总会
①
等。（2）佛教学研究和佛教文化蓬勃兴起。佛教经典流行状况好转，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经历了更为深刻的交流，一些大学也开始受其影响，讲授佛学。近

代佛教研究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论著，如胡适的《中国禅学之变迁》、梁启超的《佛

学研究十八篇》、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等等。（3）有向现代化宗教形态过渡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佛教在很多方面开始向现代化努力，例如，用现代化的方式建立佛教学堂，

培养佛学人才；利用现代化手段刊刻佛经和出版物，弘扬佛法；同时举办公益事业，如

创办佛教孤儿院、募捐赈灾等等。总之，这一时期佛教在民国宗教法律体系下获得了巨

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道教的发展。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道教在上层社会的地位严

                                                        
①牟钟鉴、张践：《中国民国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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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衰落，但是在民间与之相反，道教普及有增无减，而且进一步与佛教和儒学联系起来，

与民俗和民间文化的日益融合起来。北方全真道还固守山林，南方的正一教则向民间下

落。很多道士逐渐从信仰道教、研究道教神学为主转变为利用道教而谋生，在其中的一

部分则把道教事业发展成世袭的社会职业。掺杂着道教信仰的书刊在民间广为流传，民

间的丧葬活动也多邀请道士作法超度，久成习俗，盛况不减
①
。 

第三，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是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一起涌入中国

的。在国民政府时期，统治者既对其利用，在个别时期又加以限制；但总体上，这一时

期的基督教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信教人数有所增长，教案数量大大减少，这一现象除了

因为教会传教政策发生了改变之外，宗教立法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民国政

府成立的头十年是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段”，虽然到 1922 年出现了“非基督教化运动”， 

但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差会负责人在上海召开了新教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展了所谓

的“本色化运动”。这是基督教意图融合中国文化信仰的重大事件，也促进了中国本土

基督教的发展和改革。在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基督教放弃敌视中国本土文化的

政策，无疑减少了传教的阻力，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据 1949 年的统计显示，约有 130 个信教差会在中国传播宗教，其中最为活跃的影

响也可谓最深远的当属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倾向于下层平民，所以在人数

上一直多于基督教。1913 年为 130 万人，1921 年激增了 70 万人，十年后更是达到 250

万人。天主教的迅速传播与其“中国化运动”有直接的关联。中华民国时期，基督教在

中国的文化、福利服务的发展迅速，不管其出发点怎样，从现实来看，对于中国社会的

发展而言，这些文化、公益事业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其中较为实际的内容包括，

兴办教会大学和中小学，并把神学作为必修课灌输给学生，同时还兴办了许多新式医院，

发展慈善事业，帮助盲童和孤儿，并把教会慈善事业作为来华传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这个面向来看，传教士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某些推动的作用。 

第四，伊斯兰教的发展。同对待基督教一样，统治者对伊斯兰教也是既利用又限制

的态度。但伊斯兰教牵扯到民族问题，这就使得统治者可以通过宗教管制手段管理边疆

民族问题，采取怀柔政策，以宗教法律法规为支撑，通过支持伊斯兰教的发展，谋求信

仰伊斯兰教地区的稳定。这样，客观上就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对伊斯兰教本

身而言是有利而无害的。伊斯兰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宗教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发

                                                        
①牟钟鉴、张践：《中国民国宗教史》[M]，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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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辛亥革命后曾陆续成立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加强了穆斯林之间

的联系，同时也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复兴。第二，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大量伊斯兰的学

术经典和学术著述、报刊先后出版和发行，这在近代伊斯兰发展史上也是值得赞扬和肯

定的。第三，涌现出一批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白寿彝

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研究贡献巨大，王宽提倡近代伊斯兰新式教育，王敬斋为

京津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和翻译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哈德成于 1925 年成立了中国

回教学会，发行《月刊》，创译《古兰》，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学校，马坚翻译的《古兰

经》1981 年出版后反响很大。总之，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第五，民间宗教的发展及变化。民间宗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具有顽固的封建特性。

进入民国时期，民间宗教借助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之机，获得巨大发展，同时对民国时

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民间宗教发展迅速，派

别繁多，主要分为（1）传统或原始教派发展而来的民间宗教，如一贯道、同善社、在

理教、九宫道等。（2）新涌现的会社等新教派，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道院和

世界卍字会等。在民国时期，这些民间宗教不再局限于狭小的活动范围，而是借助各种

势力在全国传布，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很多民间宗教各个教派利用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

发展壮大，并从地下走到地上，从秘密走向公开，在全国扩展教徒，宣传教义。在政教

关系上，民国政府对民间教派既拉拢扶持又进行一定程度的镇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民国政府一方面拉拢一批教派，另一方面则以强制力严厉打击图谋不轨或反抗政府的一

些教派。 

二、台湾当局的宗教及立法状况概述 

（一）当代台湾宗教概况 

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被日本侵占，二

战结束后回归祖国。1949 年，蒋介石政府战败退居台湾，自称中华正统，开始与大陆对

抗至今。台湾民众大多信仰宗教，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地区居民当中，有 90%人口信仰

宗教，其中以佛教、道教居多，相同的血脉铸就了文化的相通，佛教、道教在台湾传播

历史悠久；加上近代基督教、天主教等的传播，使得台湾地区宗教与民众产生了休戚与

共的关系。 

据资料统计，2003 年，台湾地区的佛教有 4000 多间佛教寺庙， 6000 多宗教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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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近 550 万信徒，占全台湾 2300 万人口的 23.9%，20 余间佛学院有，80 多个佛教

界兴办的幼稚园，佛教中学 8 间，养老院 10 余间，佛教医院诊所 10 余间，出版社 10

余家，佛教期刊 30-40 种
①
。 

道教是我国的古老宗教，其在台湾早有传播和发展，这一史实也充分反映了台湾地

区文化同整个中华圈文化传统的同根和同源性。这一中国传统宗教，代表了中华文化的

根基，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也因其独特性受到迫害和摧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45 年二

战结束，日本投降，台湾地区众多道教恢复活动，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截止到两

千年左右，台湾有道教宫观 8000 余座，神职人员 3万多人，注册道教组织 2000 余个，

教徒 300 多万人，道教还兴办了许多道教学院、学校、幼稚园以及医院、诊所和出版社，

出版期刊 50 多种。近几年，台湾道教还与台湾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一起，为促进海峡两

岸的交流，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②
。 

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十七世纪传入台湾，并且在台湾广泛传播。据资料统计，截

至目前，台湾天主教会近 1000 家，神职人员 2000-3000 人，包括外国僧侣数百人，30-40

万信众，天主教幼稚园也有 300 多个，超过 10 所小学，30 所中学，10 多所语言学校和

大学 3所；天主教在台湾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天主教慈善和文化事业，办有医院近 20 家，

诊所 30 余间，还有多所安老院、仁爱之家、育婴堂、启智中心、复健院；另外天主教

在台湾还兴办了 10 多家出版社，20 多种期刊。基督教在明朝便随荷兰军队占领台湾南

部后登岛传播，1949 年以后台湾基督教发展较为迅速，到 90 年代初，已有教会 2000

余个，基督徒人数由 5 万多人增加到了 30 万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省政府中有一

部分政要人物为基督徒，这也使得台湾基督教影响较大，但也更容易被利用。 

除以上宗教外，台湾地区还有很多其他宗教占有较大的比重，如伊斯兰教、天帝教、

一贯道、东正教等，新兴宗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如摩门教、现代禅、新使徒教会等。

其中很多教派属于民间宗教，但在政府机关的分类里则被归为道教，这些民间宗教和新

兴的宗教在台湾宗教界也发挥着某些社会功能。总而言之，台湾有注册的 4000 多个宗

教法人团体，道教、佛教占有比例最大，而两岸的宗教文化交流和融合对于促进两岸关

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大有益处。 

 

                                                        
①张优德，《台湾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宗教学理论研究》，第 92 页。 
②张优德，《台湾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宗教学理论研究》，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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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是研究台湾地区宗教立法的重要依据。中国台湾地区自

古以来就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与中

国大陆地区关系密切。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在台湾地区传承良久，影响甚大；基督教、

天主教在台湾地区也有大范围的传播，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解放

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成为“偏安政权”与大陆政权对抗，

一同迁台的各宗教及台湾本土宗教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出现了诸多变化。 

1、日据时期台湾宗教立法状况 

台湾于 1895 年清朝时期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关于，佛、道教方面的管控，寺庙事

务在日剧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放任阶段，调查阶段，控制阶段。日本当局自 1922 年

起，开始管理台湾宗教事务，有关宗教立法方面多关于财产法上之变动者，计有 25 款

之规定，从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元年，有九个条款从 1916 年到 1937 年，陆续颁布了 16

个宗教管理办法，如 1916 年的“关于本岛旧惯寺庙之设立、废合等管理办法”，1922

年的“关于呈报教务所、说教所之建立、迁移及其他事项一案”、“寺庙、斋堂迁移、废

止合并时应呈报一案”等；1922 年四月在台湾成立了南瀛佛教会的全台性组织，会长由

“政府”指派社寺课长兼任。1929 年社寺事务改隸文教局社会课，由文教局局长兼任会

长，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七七事变后，日本当局唯恐台人又掀起反日行动，开始采取

强硬的皇民化手段，
①
很多寺庙受到一定程度的整理而重新洗牌，所有的民间信仰庙宇

寺院规定为圣地，原本纯粹的佛教寺庙，因为日本的佛教庇护，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在

家的佛教斋堂派则受到了相当大的更张，而王爷庙、妈祖庙更是不在话下。为了保护自

身的信仰，这些寺庙、宫堂等不得已将自身的资产捐给日本佛教界，以求得“布道所”

的名义以求其庇护，一般的寺庙、斋堂，除一部分求助于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外，只好被

迫接受整理，改为神社。除了儒教、佛教和道教外，另有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杂教等，

“日本总督府”也一样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实行宗教殖民政策。1945 年日本战败，台湾

的各个宗教才有重获新生的机会，蒋介石政府迁台后，很多宗教僧众等一起来台，使得

宗教界又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2、戒严时期的宗教立法状况 

1949 年，国民党败守台湾，当年 5 月 19 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台湾省“政府”

和“省级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戒严令”，宣布自当年的 5月 20 日开始，台湾全省实

                                                        
①吴尧峰，《宗教法规十讲》，高雄市，佛光出版社，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68 页。 

（二）台湾宗教立法演变状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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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戒严”，由此，长达 38 年时间跨度的戒严开始了。紧接着，蒋介石又颁布了《戡乱

时期检肃匪谍条例》。使得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整个台湾省都笼罩在了恐

怖统治的白色迷雾之下
①
。 

在这一段时期，1929 年 12 月 7 日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所公布的《监督寺庙条例》

及内政部民国 25 年 1 月 4 日依职权命令所发布的《寺庙登记规则》都在台湾地区继续

适用，作为办理寺庙登记的法令依据。从 1956 年开始包括立法委员、政府部门、宗教

团体甚至私人都曾经提出修正《监督寺庙条例》或宗教法制草案版本，1957 年，内政部

着手修订“教会寺庙教堂监护条例草案”，1961 年则有“保护宗教条例草案”。真正引起

讨论的宗教立法，则为 1969 年的“维护寺庙教堂条例草案”，和 1979 年的“寺庙教堂

条例修正草案”，以及 1983 年的“宗教保护法草案”等。但以上条例均因各种主客观因

素无法完成立法程序。致使 1929 年《监督寺庙条例》虽已历经 70 余年，迄今仍为有效

的法律，而引起学界的诸多争议。在三十余年的“戒严体制”之下，国民党执掌的台湾

当局对宗教团体及社团组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利用强制手段查禁和取缔了一大批

次的所谓“非法”社团、教会。 

1983 年，台湾“宗教保护法草案”宣告提出，虽然这已是国民党台湾当局威权政治

统治的末代时期，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仍旧没有太大的缓和。宗教保护法草案的条文

数量较之以前两次的草案更多，宗教保护法草案对宗教团体为公益法人进行了界定，并

明确了教会筹备的一系列章程。与先前的两个草案相比，所规定的教会筹组程序规定更

为复杂，并且有往社团方向转移的动向（如第六-八条）。在第八条规定，设立教会计划

书应载明的事宜中，囊括了目的、教会名称、信仰与教义（附经典）、所属宗教（含派

别）、宗教戒律、举行仪式之方法、信徒人数、发展计划、资金总数和来源、地方教会

应附属教会同意书及设有附属事业者其事业等。其中的信徒人数和宗教经典被认为违反

宗教发展的逻辑，盖因宗教创立之初未必都有经典和信徒
②
；该草案第十三条规定了“非

依据本法登记的教会，不可进行训教活动”，并且第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本法所称之传

教人士，即为以传教为专业之人，传教人士应经所属教会审核登记后方能送请内政部备

案，登记者非经所属教会审查，不可传教”，也是之前两个草案中没有的规章。 

从表面上看，宗教保护法为阻碍新宗教团体成立的难题打开了一扇窗口，但详细观

察我们就会得出其成立程序和要件事实上比前两次草案更为严苛的结论，并且颁布宗教
                                                        
①传瑛，《五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载《纵横》，1997 年第 2 期，第 24 页。 
②众所周知，佛教的诸多经典和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在释迦牟尼和耶稣之后才集结的。 



 

19 

保护法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法案中关于教会筹设的规范，完全以成立新社团

的程序来规范宗教团体。比如，经典往往是一个宗教团体出现之后才有，或者是透过启

示才出现的。规定申请设立宗教教会需要有经典方可这一条例，也许已经不符合宗教发

展的逻辑。不过，关于教会或新宗教团体设立的程序，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三次草案中

所规定的许可制，由此引发对宗教自由的侵害
①
。 

在这一时期，很多人对宗教保护法持反对态度，最主要原因还是其政治意图更为明

显，这些政治意图从草案的较多条文中均可分辨出来。如第十三条除了规定“非依本法

登记的教会，不可从事宗教活动”外，又宣示“传教应以宣传宗教教义，从事宗教活动

仪式为主要内容，并以公开方式为之
②
；”而第十四条规定：“教会进行传教，要符合基

本管理机构政策，并不得妨碍省政府安全，遵守公共秩序，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善良风

尚，提倡固有道德，并且要与其他宗教和睦相处，尊重其他人的基本权利；”这些规定

本身看似没有问题，但其针对的是特定的宗教团体，尤其是特定宗教团体的社会与政治

行为。其中第二十、二十六条的内容和 1979 年“寺庙教堂条例修正草案”第十二条、

十九条几乎一致。第十一条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外国宗教团体及新创设之宗教团体

主管机关应为内政部，外国宗教团体并应检附外国政府登记证明，并保证遵照省政府相

关法令传教，任何宗教团体目的之外的活动不可从事；”外国宗教在台湾从事的“宗教

团体目的以外之活动”其实是指当时一部分外国天主教神父在台湾投入的劳工运动。 

3、解严后台湾宗教立法状况 

1971 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1979 年中美建交；使得当时的台湾在国际局势

中越来越孤立；1986 年的 9月，台湾反对派人士在台北集会，宣告成立“民主进步党”。

台湾当局被逼无奈，只好被迫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戒严令”，时间跨度达 38

年之久的 “戒严令”就此结束。台湾省各宗教也由此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台湾宗

教各界的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贯道”获得合法地位，佛教团体与一些新兴宗

教也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1987 年以来，台湾省体制系统由专制开始向民主过渡，政府也改变了对宗教的监管，

在过去，宗教活动的自由度受到严格限制，但是解严之后，虽仍然保持寺庙行政监督，

                                                        
①以日本为例，日本在 1945 之前是许可制，在 1945 年到 1951 年宗教法人法制订之前是登记制，宗教法人法实施之

后则是认证制。关于日本宗教法人法的主要内容以及认证制，可参见林本炫，1997，〈宗教法的国际比较研究〉，收

录在瞿海源着《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台北：桂冠出版社）附录三，页 703-724。（该书 2006 年再版书名

改为《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两册），本文收录在该书第二册附录二，页 381-397） 
② “应以公开方式为之”是三次草案都有的条文，主要乃是针对当时的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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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宗教活动明显放松管制，使得这一时期新兴的宗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7

年解严后，台湾当局开始制定新时代的宗教法规，台湾当局在“戒严令”解除之后即颁

布了《人民团体法》，规定“人民团体在同一组织区域内，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组织

两人以上同级同类之团体。但其名称不得相同
①
。”各种新兴宗教或佛、道分支团体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如万佛令、现代禅等等。这些新兴的团体在发扬宗教宗旨的前提下也进

行着一定的创新，其中充满了台湾民俗色彩，甚至把巫术囊括其中，可谓五花八门。 

在解严后的新时期，新的宗教法律仍未获得立法部门审议通过，《监督寺庙条例》

和《寺庙等级规则》仍在台湾发挥效力。但是《监督寺庙条例》很多条文均已不适用台

湾当局的宗教状况，但因未有完整详实的宗教法出台，其仍然作为规范台湾宗教事务的

母法存留。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台湾当局内政部于 1991 年 5 月，对外公布了《宗教法人法》

草案，全文共八章 38 条。第一章为总则，包括立法的目的，宗教团体定义、宗教建筑

定义和宗教法人界定规则以及相关主管机构、宗教法人权利及职责等。第二个章节是关

于宗教法人设立之内容，包括法人建立的程序、规章许可的申请及许可的主要范围和时

间；第三章为管理内容，涉及法人董事或董事制度和财产管理的条款；第四章是有关宗

教法人之章程变更的规定；第五章为宗教法人合并的条款；第六章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对

宗教法人进行解散的章程，包括确定财产解散和清算条款；第七章是关于在“内政部”

设立“宗教法人审议委员会”的内容，要求委员会由 10-15 人构成，由内政部”在宗教

从业者、学者、专家和选举官员当中指派，但前提需经过选举，并实行“无给职”，但

该委员会无权对宗教团体的在信仰、戒律、习惯等宗教事项方面进行干预；第八章是罚

则，即对违反规范的宗教法人施行处罚的条款
②
。但在这个《草案》公布之余，许多宗

教团体予以坚决反对，认为其没有获得“立法局”的采纳和通过，而且，众多团体认为

新的宗教团体法草案当中的很多条款规定过于严苛，对传教的活动也多有不便。致使台

湾学术界争论不休，现仍无定论。然而，台湾当局的各种宗教团体，以及学者和政客们

都认为，如若使教堂寺庙的组织和管理走上正规的法制化道路，修订一部适合台湾当局

的宗教法仍是刻不容缓的一项事件。 

1996 年，台湾“内政部”编印《宗教法令汇编》
③
，该法令汇编依旧以《寺庙管理

                                                        
①陶百川，《综合六法全书》，台湾三民书局，1992 年版，第 1118 页。 
②《台湾宗教（总论）》，佛教导航网，http://www.fjdh.com/wumin/2009/06/05374185068.html。 
③钟福山总编辑，《宗教法令汇编》，内政部，1996 年，分成基本法规、业务法规与参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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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为母法，集台湾“司法院”和“内政部”多年来对本条例的条文解释，制定了一

系列规章制度。一些学者认为“监督寺庙条例”已不适用，已经有很多缺陷，应该被废

除，如瞿海源教授所言，在基本精神上，《监督寺庙条例》有四个较为严重的基本问题

存在。第一、只监督寺庙不监督教堂违反临时约法及宪法中平等均权的规范。第二、政

府以监督的立场介入宗教，与政教分离原则不合，有损于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偏重寺

庙财产之处理，将宗教问题窄化乃至于物化。第四、以佛道募建之寺庙为对象，忽略民

间信仰非佛非道的混同性质，造成处理问题时之基本症结
①
。 

只有制定新的宗教法律，才能在新时期解决长期存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但事实证明，

台湾地区宗教多元，且错综复杂，各个不同宗教所代表的利益不一，持有观点、态度也

不尽相同，宗教法草案可能获得一些宗教人士或团体的支持，但必将为另一部分宗教人

士或团体所反对。因而，《监督寺庙条例》虽谓“破旧不堪”，但在新法未出台前即宣布

废除还稍显不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台湾民间宗教立法版本颇多，而当局行政部门提出的《宗教

团体法》较为醒目。1996 年台湾地区曾多次出现宗教事件，媒体喻之为“宗教乱象”。

而《宗教团体法》也是因所谓的“宗教乱象”而提出，因响应民间“社会控制”的要求，

台湾“内政部民政司”提出了《宗教团体法》草案。但是这一草案遭到基督教与天主教

的联合反对，两者甚至认为台湾当前只需要《宗教基准法》即可，不需要另谋新团体法，

行政部门有关宗教立法行动乃宣告失败
②
；1998 年台湾内政部初步制定了“宗教团体法”

草案。草案共包括 45 个条款，第一、二条为立法目的和明确了宗教管理机构，第二章

（第六条）至第四章（第二十二条），为宗教团体建立的规章制度。草案规定了台湾现

有三种宗教团体状态，其中规定：寺庙、教会、教堂、宗教团体和宗教基金会等，按照

程序成立之后，应取得宗教法人的地位。关于寺庙、教会、教会章程和宗教团体设立程

序中的规定，基本上按照社会团体成立的方式建立，在设置程序时，它不再需要申请人

提交数据（如经典，礼仪，信徒数等），只规定“寺庙、教会、教堂之筹设，要由申请

者出示申请书、章程及其他应该具备表件”即可，第十条的章程中需具备的内容也同样

没有包含此类事项。第五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九条)为宗教团体的财产获得与豁免的规

定，第六章(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是对宗教建筑的规范，授意由各个宗教自行定义他们

                                                        
①瞿海源，《宗教法研究》（台北：内政部委托研究报告），1989 年，第 42 页。 
②林本炫，《台湾地区当前宗教立法的分析》，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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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建筑形式，宗教建筑可提供多种实用目的，从而得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一部分为

宗教建筑物
①
。 

解严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之后，以前的“寺庙教堂条例草案”、“宗教保护法草案”

中政治动机明确和带有明显监管的规定已大幅度减少，而是把解决宗教团体的法律地

位，统一主管机关事权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宗教团体一个明确的“公益

法人”的地位，以及宗教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如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宗教道场（都市道场）、

纳骨塔作为主轴。至于对宗教团体的实际行为直接有所管制的，则主要只对宗教活动影

响环境、宗教团体捐款所得、未依法设立的宗教或供奉神佛之场所（神坛）不得接受捐

赠等。而当时对宗教进行管制的办法，达到了治理所谓“宗教乱象”的要求，但草案的

内容并没有完全针对这一要求，这在大体上摆脱了戒严时期的宗教立法较为严苛的思

维。而这个由内政部民政司草拟的“宗教团体法草案”，后来历次修正，为日后行政院

版宗教团体法草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00 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党魁陈水扁提出的“宗教白皮书“对宗教政策

给予承诺，宣称当选后将改变统治者在过去的宗教团体的控制，而以服务代替之。但其

上台后的事实证明，宗教团体仍然处于监督管理状态，而其承诺的服务也成为一纸空文。 

除了行政部门由内政部民政司草拟的宗教团体法之外，立法委员谢启大也受星云法

师之委托，联络朱朝亮与李子春两位检察官以及法律学者翁玉荣，进行“宗教法”草案

的起草工作，各政党及无党籍五十位立法委员联合支持，2000 年 6 月 30 日，在立法院

第四届第三次会期中，成为“立法院总第 1641 号／委员提案第 3110 号提案”，并于 7

月 17 日召开立法院审查会，同时于 7 月 19 日举行征询各宗教团体代表的公听会
②
；在

这次审查会以及公听会中，与会者对草案仍有较大异议，因而主席裁示“由内政部提出

对策后再做并案审查”。台湾行政院 2001 年 9 月第 2752 次院会通过了“宗教团体法草

案”，提交立法院审核，并于同年 10 月 2 日送立法院第 4届第 6期会议由内政及民族委

员会与相关提案并案审查，台湾的宗教立法自此迈向了新的发展轨道。谢启大的这一草

案，后来因为谢启大未能当选立法委员，其后继续由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邱太三和邱创

                                                        
①监督寺庙条例第一条规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不论用何名称，均为寺庙”。但是经过历年的层层行政

解释，所谓“宗教上建筑物”竟然变成必须要有传统斜脊式屋顶的建筑，才是宗教上建筑物，非传统斜脊式屋顶的

建筑则无法取得寺庙登记证。而这里所说的“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一部分”指的是都市里的大厦或者公寓的其中一层

楼。由于都市土地难以取得，有很多佛教精舍是设在大楼的一个楼层里。这些精舍因此无法取得寺庙登记证，成为

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②第四届第三会期内政及民族委员会宗教法公听会，为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所召开之公听会，其发言列入立法院内

政及民族委员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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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领衔提案，成为和行政院版“宗教团体法草案”相对抗的版本
①
。 

台湾省行政院于 2001 年 9 月 19 日通过的“宗教团体法草案”，主要以内政部民政

司原先所草拟的“宗教团体法草案”为基础，并且起草过程充分由宗教界参与，这是和

先前几次宗教立法草案最大不同之处
②
；这个版本由宗教界与学术界共同拟定，虽有反

对声音，仍然是历年来获各界最高评价的宗教立法
③
。 

解除戒严后，台湾政教关系依旧没有获得具体解决，只是两者放松了较多禁忌与限

制，在一个更为宽松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均可以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但其前提是双方都要具有主体的自觉性，在互相尊重下调和共存
④
。 

而只有在互相调和中不断摸索、试探，方能在取得互相尊重与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出

一部适合社会发展，适用于宗教各界，令宗教人士都满意的宗教法。 

三、民国时期与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比较研究 

1949 年是国民党政府执掌政权的分水岭，1912 年至 1949 年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华民

国，属于国家范畴，1949 年以后退居台湾，成为地方政权，虽不承认地方政权的地位，

但其已属于新中国的一部分，或可言之尚未解放的“偏安政权”。民国时期与当代台湾

地区宗教立法之比较研究并非以国家或地区为基点进行比较，而是在其有前后继承关系

的前提下进行的纵向比较研究。而研究两者之比较关系就必然涉及到政教之间的关系层

面。宗教与政治本是人们活动的两大文化体系，彼此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牵连的，在社

会运作中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发生出不少实际的相互作用
⑤
。 

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与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教关系在背景和互信作用上不尽相同。民

国时期的政教关系，可谓之以政领教，在共同抗敌的社会大背景下，各宗教为政府服务，

政府有权对宗教进行监督和控制，对非法宗教予以取缔，同时也对各宗教团体、宗教组

织形式及宗教财产进行严格的管控。 

在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后，开始实行全省“戒严”政策，宗教界也因此处于白色恐

怖的阴霾之下，政教关系与 1949 年之前几乎相同，1987 年解严后，台湾当局下的宗教

                                                        
①谢启大该宗教法草案和行政院版宗教团体法草案间之详细比较，参见林本炫，《我国当前宗教立法的分析》。思与言，

2001 年，第 39 卷第 3 期，第页 59-102。 
②净心法师（前揭文）认为该草案由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草拟，所以应该是民间版的草案，但因为在宗教事务

咨询委员会加入财政部和行政院的意见，所以是半民间半官方的版本。 
③林蓉芝，《解析寺庙实务与法令之关系》，收录在《宗教论述专辑（第三集）：宗教法制与行政管理篇》（台北：内政

部），2001 年，第 113-142 页。 
④郑志明，《台湾解压后的政教关系》，普世社会科学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3。 
⑤潘显一、冉昌光主编，《宗教与文明》，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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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才开始出现新气象，政教关系也与之前明显不同，随着宗教法制的或提出或否定，循

环往复的事件发生，台湾宗教各界已经不再与民国时期完全听命于政府领导相同，而是

积极参与宗教法制建立，遇有不利于本教之法条、法令便坚决予以否定，甚至不惜令“内

政部”提出草案搁置，因此这也使得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法案不断修改完备，在摸索中

前行。 

与民国时期不同，政教关系趋于明朗，政府的监督管控已非如从前，更多的则是宗

教界的立法介入，甚或是选举的介入。台湾政治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台湾各宗教的性

格，而各宗教的发展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台湾政治的发展走向，成为当代台湾地区政治

生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①
。 

（一）宗教立法的背景不同 

民国时期的民国政府和当代台湾当局，两者宗教立法的时代背景不同。民国政府当

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社会动荡不安，从 1912 年到 1927 年的北洋政府，兵祸不断，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政府作为当时的统

治阶级政权，同时也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前后出台了一系列宗教法制政策，以法律

形式监督管控宗教事业的规范和发展；尤其是在 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

条就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信教

之自由。第一次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可谓一大进步。民国政府

时期，针对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的背景，必然要求控制和监督宗教，同时又要利用宗教

为政府服务，针对不同宗教给予不同的宗教法律限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从而在最

根本上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②
；这两种职能说

到底是靠人权和神权来执行的，纵观历史，统治阶级政权无一例外地都要利用神权来巩

固自身的统治。中国古代政权也利用宗教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以保证自己的

统治利益。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严厉监督和残酷的压榨，宗教界也有一定的反抗，并

且获得了一定成效。 

从国际背景分析，20 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大事频发、动荡不安的时代。1914 年至 1918

年，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和掠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因此而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

                                                        
①唐蕙敏，《当代台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台湾研究•宗教》，1999 年第 2 期，第 96 页。 
②《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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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性战争，也因此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9 年至 1945 年反

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对于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中国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所

首倡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政教分离原则正在 20 世纪初相继被各国认可和接受，宗教

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向欧美学习，以欧美为师就成为了许多如近代中国的落后国家和人

民学习的不二之选。可以说民国时期制定一系列宗教法规和宗教政策，都是受到了国际

形势及其变化的明显影响。 

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主要是为了在不损害台湾地区政府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

的前提下，运用宗教立法体现政教关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妥协，除了谋求宗教与政治的

和谐相处的前提之外，运用宗教立法发挥政府的调控优势，对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进行

合理的监督和控制，但更多的是为现有宗教的发展服务。宗教与政治之间互相交流的次

数频繁，政府为宗教的发展和传播铺路，而宗教又为政府的管理提供方便，两者达成了

一种“互利共赢”的默契关系。而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可以说已经相对安定，法制化建

设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深入人心，若要效仿，也只是效仿其他国家立法的方式方

法而已，当代台湾地区完全有能力按照当局的具体状况具体分析。 

因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背景不同，一个是社会混乱，

民生凋敝，一个是相对和谐，安居乐业；而国际背景也是新旧关系和新新关系，先进（近

代法制思想）与落后（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发达（当今国际局势）与发达（当代台

湾）的关系。社会背景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宗教立法的出发点不同，民国时期宗教立法的

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利益，把宗教放在一个被统治的地位来看待，政府进行宗教

立法，更多的是安抚教民，维持社会秩序，对各宗教进行监督管控，各宗教也就理所当

然地被政府所监督和控制；而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的出发点在宗教界，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的目的已微乎其微，与民国时期不同，台湾已并非是一个国家政权，而是一个地

方政府，其立法的主要动机也就只需要考虑台湾当地民众的利益，考虑台湾宗教界的利

益，为更多的宗教人士服务，出发点和落脚点已经由民国时期的维护统治，监督和控制

宗教到当代台湾的服务于宗教和宗教人士。但维护地方安全的出发点还是存在的，是不

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26 

在内容上，民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宗教立法既有相同，又有所区别。总体上而言可

以说是既继承又发展的关系。 

从民国政府从 1913 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宗教法令规章，主要为 1913 年的《寺

院管理暂行规则》、1915 年的《管理寺庙条例》、1921 年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9

年一月的《寺庙管理条例》以及 1929 年十二月七日的《监督寺庙条例》和 1936 年的《寺

庙登记规则》。这一时期颁布的法令主要有几个主要特点： 

（1）、法制关系的延续性。上述六种法规，都以寺庙为规范对象，其法制用语均与

管制思维概念有关联，若干核心条文均围绕在寺庙财产的处理问题上、传统活动的管制

措施上，甚至出现政教关系混淆不清的状况，且都有明显的延续性，呈现出策略性见解

一致的思考模式。 

（2）、皆非法律位阶之法规。其使用法制名称除 1913 年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

和 1936 年的《寺庙登记规则》为《规则》外，其余均用《条例》为法制名称，当时的

体例，依据民国政府于 1929 年五月十四日公布的《法规制定标准法》规定，以《条例》

为名称之法制，属命令性质之法规
①
位阶。惟 1929 年十二月七日政府所公布的《监督寺

庙条例》和 1936 年的《寺庙登记规则》渡海迁台适用至今，而较为重要的为《监督寺

庙条例》，然其究竟系“法律”或“命令”，由于各界看法迥异，至今仍留下探讨空间。 

（3）、均非宗教专属法律。纵观这几种法规，其规范内容、对象均为寺庙，法制规

划设计上均属寺庙财产管理程序规定，而立法者对“寺庙”一词则泛指佛、道教之宗教

组织或建筑物，则佛、道教以外宗教在上述法规中并无规范之效力，故其非属一般所谓

宗教法律。 

表一 1929 年以前寺庙法规规范内容比较表（1913 年-1929 年） 

 发布年代 宗教自由管

制 

税负优惠 财产处分

规定 

政教不分现象 

寺庙管理暂

行规则 

1913.6.20 未有管制规

定 

未有优惠

规定 

有保障措

施，但规定

在特殊情

况下 

无明显政教不分

现象 

                                                        
①参见民国政府公报第 166 号，1929 年 5 月 14 日公布《法规制定标准法》，全文共六条，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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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寺庙条

例 

1915.10.29 有关僧道传

教身份证明

均有限制 

寺庙需纳

税 

可处分财

产需注册、

处分需核

准 

政府公权力介入

寺庙事务之不当

规定 

修正管理寺

庙条例 

1921.5.20 僧道传教内

容有所限制 

寺庙需纳

税 

财产需注

册，处分受

限制 

僧道传教范围规

定须启发爱国思

想之不当 

寺庙管理条

例 

1929.1.25 对僧道破坏

清规违反党

治政府介入

处罚 

寺庙需纳

税 

财产之处

分由庙产

保管委员

会公议 

违反党治或须具

备党意的不当规

定 

监督寺庙条

例 

1929.12.7 设有规定违

法寺庙财产

登记及其他

相关规定对

住持处罚之

规定 

未有优惠

规定 

财产处分

及管理均

有明确规

定 

无明显政教不分

现象 

对于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内容较为繁杂，迁台后的蒋介石政府由于各种内外原因没

有制定出新的宗教法令，或者制定出的法律法规无法进入立法程序，致使台湾当局的宗

教法令一直以《监督寺庙条例》为蓝本，待到 1987 年解严之后，宗教重新立法及修订

或废除《监督寺庙条例》才被提上日程，2005 年台湾行政院版本出来，并移交立法院，

进入立法审查程序，本文以民国时期《监督寺庙条例》与 2005 台湾地区《宗教团体法

草案》为对象进行对比研究。具体内容也以这两者为基准。 

《监督寺庙条例》与台湾地区《宗教团体法草案》在规范措施方面表现不同，由表

可知： 

表二 监督寺庙条例和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规范措施统计表 

宗教法律名称 监督寺庙条例 宗教团体法草案 

宗教团体法律地位 取得非法人寺庙权利主

体 

登记或立案后赋予宗教法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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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登记限制 无规定 宗教团体依其不同类别，以其数量限

制区分全国性或地方性组织 

赋税优惠措施 无规定 给予各项赋税免税优惠 

财产取得优惠措施 无规定 可拥有不动产，适用公有非公用土地

从事宗教活动满五年，得购买公有土

地并得优惠办理用地变更 

宗教教育鼓励措施 无规定 得设宗教教义研修机构，无鼓励措施 

监督寺庙条例在宗教团体法律地位上有所规定，在宗教团体登记限制、赋税优惠政

策措施、财产取得优惠措施以及宗教教育鼓励措施方面均无规定；而台湾《宗教团体法

草案》则在以上五点中均有规定，且较为具体详细；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第三章第

九条明确规定了宗教社会团体的定义及宗教团体组成之规章，《草案》规定：宗教社会

团体指的是由个人或团体组成以实践宗教信仰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宗教社会团体大致分

为全国、直辖市及县（市）二类。宗教团体依据不同类别，以其数量限制区分全国性或

地方性组织。其中在第十条中规定：宗教社会组织团体经过许可筹建后，要于六个月内

召开发起人大会，选举筹备委员会并商讨筹备会等事宜；待筹备完成之后，需在三个月

内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召开时，责成主管部门核准，方可延期一

次，其延期时间不可超过三个月；届期依旧无法召开的，则原筹备许可失效。发起人会

议、筹备会议及成立大会，均应通知主管机构，主管机构需派人参加。这一条明确了宗

教团体的形成过程，在第十四条中还规定了宗教社会团体组织行动章程。这些规定使得

当代台湾地区的各宗教团体获得了一定的法律地位，登记或备案后赋予了宗教团体宗教

法人的地位，使政府在具体处理宗教事务的过程中，便可以有章可循，而《监督寺庙条

例》虽有后期内政部的较多解释，但在宗教团体地位和宗教团体建设层面均有所不足。

在宗教教育鼓励方面也是如此，《监督寺庙条例》在宗教教育鼓励方面也并无具体规定。

另外，在赋税优惠政策措施方面给予各项赋税免税优惠；在财产取得优惠措施方面规定

宗教团体可拥有不动产，适用公有非公用土地从事宗教活动满五年，得购买公有土地并

得优惠办理用地变更手续等。 

《监督寺庙条例》与《宗教团体法草案》在限制宗教自由条款中有诸多不同，由表

可知，《监督寺庙条例》并未给宗教团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仅是对寺庙进行定义，并

且未有如何限制宗教发展之规定，对于管制性措施也极为简单；而台湾《宗教团体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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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则明确将宗教团体划分为三大类，依据当代台湾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类，较为系

统规范；在限制宗教发展方面规定全省寺庙、教会及宗教社会团体必须有一定额数寺庙、

教会数或社团数、对董事亲等人数限制，可见其对于处理宗教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和预见性；同时明确宗教法人财产问题，相对于《监督寺庙条例》管制措施较为详细，

且具体手段大为松弛。 

表三 监督寺庙条例和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限制宗教自由条款列举 

宗教法律名

称 

监督寺庙条例 宗教团体法草案 备注 

宗教团体定

义 

未规定，仅对寺庙定

义 

将宗教团体法依现状分为三

类 

规范对象为佛道

两教寺庙 

政教分离规

定 

未规定 无  

限制宗教发

展规定 

未规定 规定全省寺庙、教会及宗教社

会团体必须有一定额数寺庙、

教会数或社团数、对董事亲等

人数限制 

 

管制性措施 在四五八九十一条

条文中分别定有主

管机关登记许可、处

罚的权利 

宗教法人财产需列册，处分财

产需报主管机关及年度内应

报送报表及不作为之处罚措

施 

 

对新兴宗教

限制规定 

无 无  

《监督寺庙条例》和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的立法内容有较多不同点： 

1、法律位阶不同。《监督寺庙条例》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或者说是行政条例，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专属法律，条例总体较为简单，虽经过相关部门的解释，但仍

旧有许多方面不够完善，且在很多宗教问题发生时无法具体实施；台湾《宗教团体法草

案》在法律位阶上可算得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法律，内容较为丰富，逻辑严谨，

属性上属于宗教法范畴，结合当代台湾的具体状况，台湾地区的《宗教团体法草案》在

理论上而言适用了台湾地区宗教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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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内容不同，且相差较大。《监督寺庙条例》全文共 13 个条文，注重规范的

是寺庙管理和寺庙财产管理措施，而对于宗教团体的构成、法律地位、废止问题并无具

体规定，对于宗教兴办社会及慈善事业也是一笔带过，而有关宗教教育鼓励措施更是没

有提及，而且在很大一部分条例在具体实施时难度较大；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全文

共七章三十七条，全方面规定了宗教建筑物问题，宗教团体、宗教基金会制度，宗教财

产归属、宗教法管理范围及违反草案的一系列问题，内容相对完善系统。 

3、立法针对对象不尽相同。《监督寺庙条例》的 13 个条文中，只涉及了佛教和道

教，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一些民间宗教则不属于该条例的规定须向，条例

第十二条中也明文规定：本条例于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庙不适用之。有一些学

者因此认为，《监督寺庙条例》属于违规立法，不符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各宗教自由

平等的精神。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则综合了前者的诸多问题，扩大了立法对象的范

围，将当代台湾宗教地区的各个宗教全部纳入宗教立法管理体系，对佛、道教进行规范

之外，也对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众多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进行立法管理，几

乎包含了当代台湾地区的所有宗教。但也有学者认为，《宗教团体法草案》在具体实行

时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监督寺庙条例》实施时所出现的

不适用等问题。但无论如何，《宗教团体法草案》的出台还是为当代台湾地区宗教规范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应当值得肯定。 

除了诸多不同之外，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与民国时期的宗教法制建设还有一定

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1、皆对佛、道教进行规范管理；《监督寺庙条例》对于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

寺庙不适用，对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兰教也鲜有适用效力，但对于佛教和道教进行规

范和监督还是比较有力的；当代台湾地区发展较为昌盛的宗教即为佛教和道教，颁布《宗

教团体法》，对象虽囊括当代台湾所有宗教，但侧重点依然在于佛教和道教。可以说，

这两大宗教一直都是宗教立法的主要针对对象。 

2、皆对佛、道教的财产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还是当

代台湾省政府，在宗教立法方面都会把寺庙财产问题看得较为透彻，规定的也较为明确。

《监督寺庙条例》13 条当中，第 2、5、6、7、8、9、10 条都对寺庙财产做了明确规定，

可见民国政府对于寺庙财产的重视程度；《宗教团体法草案》第五章，也用了八个条文

对宗教财产进行了具体规范。从这一立法目的可以看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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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省政府，宗教财产的处理一直都是管理者较为关心的问题，而依据宗教财产来管制或

监督宗教事项也就水到渠成了。 

3、对两教的违法乱纪行为有明确的惩治规定。《监督寺庙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违

反条例第五条、第六条或第十条规定的，该管官署需革除其住持之职，违反第七条、第

八条之规定者，得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宗教团体法草案》在其第七章附则中也规

定：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动，有涉及诈欺、恐吓、赌博、暴力、妨害风化或性自主犯罪行

为者，除依相关法律规定处罚外，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仍不改善者，按其情

节轻重，为下列之处分：一、解除法人代表、董事、理事、监事或监察人之职务。二、

废止其登记或设立许可；宗教法人违反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或第二十二条

规定或违反章程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仍不改善者，应按其情节

轻重，不予适用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及第二十七条全部或一部之规定。可见两者对于

打击宗教违法乱纪行为出台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使得在宗教事件爆发时不至于无法可

依，从而有利于宗教界的稳定发展。 

（三）宗教立法影响比较 

1、当代台湾当局的宗教立法是对民国时期宗教立法的继承和发展。 

1945 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1949 年，蒋介石政府迁台，开始了在台湾地区的

局部统治。1949 年之前，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宗教法令也随着蒋介石政府迁到台湾地

区，开始在台湾地区发挥效应。最为重要的即为《监督寺庙条例》和《寺庙登记规则》。

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一直未能获得成功，因而，《监督寺庙条例》和《寺

庙登记规则》便一直伴随着台湾的当代史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

会的进步，很多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宗教法规早已不适合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发展状

况，应当予以废除，创立新的适合当代台湾地区的新宗教法。 

从时间断限和史实事件上可以看出，当代台湾地区在蒋介石迁台初期到 20 世纪末，

虽有一定宗教立法的鼎革声音，但总体而言，仍然在沿用民国时期的宗教法制，宗教界

虽有较多怨言，但由于内外因素较多，加之 1949 年到 1987 年台湾一直处于戒严时期，

宗教新法一直无法付诸实施，甚至对旧法的调整也寥寥无几。所以说，当代台湾地区的

宗教立法，在其开始到解严后，甚或是到如今一直在沿用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是对民

国时期宗教立法的继承和逐步发展。 

2、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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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建立时期正直国内外局势动荡时期，宗教立法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毋

庸置疑。国家给予了宗教合法的地位，使宗教的发展正规化，宗教走上了法制化道路，

减少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产生，避免了一些宗教冲突的发生和发展。 

民国时期宗教立法的实施以及宗教法律体系的创建，是全民宗教发展的大事件，宗

教认同对于民族发展和民族认同而言在这一时期具有巨大的作用，笔者以为，这一时期

宗教法制建设所衍生的宗教认同可以转化成一定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指对于相同民

族特征的人群的自我确认和与具有其它民族特征的人群的相互区别
①
；民国时期宗教立

法正是宗教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纽带，使宗教核心因素即宗教的理论和情感产生出了

强大的认同功效，而这种功效对于增强民族团结以及减少对社会异己力量的恐惧，具有

强大的心理安慰作用，民族凝聚力就必然会在这种慰藉下产生和加强。正如泰勒所言：

“人类具有特别有利于系统地研究文化的本性，这是由于人们的同心或一致性，这种一

致性如此有力地激励着整个民族团结起来，采用共同的语言，信奉共同的宗教，遵守共

同的习惯法，达到共同的艺术和科学水平
②
。” 

3、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有利于维持台湾地区的政教关系。 

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已是箭在弦上，需要地方政府和宗教界人士的共同推动，

而对于当前已经创立的草案，笔者以为其有利于维系台湾地区政教关系的稳定，在台湾，

政教分离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宗教与政治已经在很多方面互为表里，政府控制各宗教的

同时又必须为宗教争取权利，很多政府要员都是宗教信徒，他们在形式权利的同时又不

得不遵从个人信仰。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宗教政策是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强加给各宗

教的话，那么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政策便是政府和宗教界互相需要的政策。 

从两者影响来看，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具体分析，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民国时期

宗教立法开近代宗教法制建设之先河，影响深远，且为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并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法律出台，且民国时期宗教法规

在具体实施当中，难度较大，《监督寺庙条例》内容较为简单，迫使内政部不得不反复

做出解释，在庙产兴学和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实施《监督寺庙条例》的所有法条就更是

难上加难。但是从其优点来看，这一时期一系列的宗教法规综合到一起，构成了民国时

期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制体系，其法制思想也由此深入人心，这样一种比较完备的宗教法

制体系，对于稳定宗教秩序，完善宗教管理，推动宗教事业发展乃至国家文化事业的建
                                                        
①张践：《国家认同下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中国民族报》，2010 年 2 月，第 6 版。 
②吕建福：《论宗教与民族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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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都无可厚非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与民国时期的宗教法制建设不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法制建设已经处于新的时

代背景，台湾已然为中国一个省份，不会像民国时期有那么深刻的影响意义，而其建立

宗教法制框架也只是仅仅建立在台湾教民的需求之上，这就决定了当代台湾地区进行宗

教立法的意义仅只在于维护台湾地区的宗教利益和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地区

的宗教法制建设，有利于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有效的宗教互动和交流，从相互探讨和研

究中学习对方的长处，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法制建设的某些方面，仍然是中国大陆值得

学习和借鉴的，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减少摩擦，宗教界的交流必然带动经济、

文化的交流，而经济、文化交流顺利就必然会带动政治的交流和政策互信，实现台湾回

归祖国的梦想才能获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四、宗教立法相关问题探讨及展望 

宗教立法的目的是具体实施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题中

之义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宗教与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把

宗教事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就无可厚非，研究民国时期和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立法，

并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当前我国大陆的宗教法制建设，笔者以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中，都应该尽快解决各宗教事务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进行宗教立法，以其促进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 

世界上 90%的国家宪法中都有关于宗教的条款
①
，中国大陆也不例外，一部分国家和

地区进行专门的单项宗教立法来规范宗教社会关系，明确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具体行

为，如日本、前苏联、泰国、波兰等国
②
一些国家则倾向于把宗教团体和政府之间放在

一起，以法律或协议的形式来明确双方的联系，这种方法使得两者关系在模式具有了一

定的强制性。考虑到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尽管一些国家的宪法和相关法律条文当中对宗

教信仰的规定和理解不尽相同，但都非常重视宗教立法，把其视为较为重要的国家事务

之一。 

纵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宗教法律制度，宗教立法包涵的内容广泛，且差异很大，对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在对宗教进行立法时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一定的重视，第

一，撰写成一部专门的宗教法，目前中国的宗教法制规定是 2004 年 7 月 7 日国务院颁

                                                        
①龙静儒，《宗教法律制度初探》，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第 5 页。 
②冯林，《中国人权要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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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宗教事务条例》，该条例于 2005 年 3 月 1 日生效，是中国现今使用的关于宗教事

务管理上比较系统、详尽的综合性宗教行政法规。但是这并非是一部法律位阶上的成文

法，而归于《条例》位阶，要想颁布一部宗教法，实现“改善宗教立法工作，加强宗教

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宗教方面的法规制度和执法监督体系”这一长远目标，还要综合

考量各种主客观因素。宗教立法要基于宪法的精神，要考虑到宗教信仰自由是法律赋予

公民的基本权利，因而对于宗教立法的实质而言，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所

以说，宗教立法从根本上是要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第二，关于宗教法人问题。

当代台湾地区的《宗教法人法》为大陆树立了良好的标尺。要确定各宗教团体的责任，

维护宗教团体利益，赋予宗教团体在法律上的职能，设立宗教法人管理体制机制。宗教

团体是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因此要赋予其法律上的职能，在宗教立法时要对宗教法人

制度进行具体有效地规范。第三，关于宗教活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只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至于内部的宗教活动则缺乏法律依据，宗教

立法对宗教活动状况进行规范应该包括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宗教活动的场所、活动的

主要内容、宗教人事的任免、慈善事业的发展、宣传活动等等。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宗教方面与时代同步，也出现了较多的新情况、

新问题，使得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面临着诸多挑战。研究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和当代台

湾地区的宗教立法，可为中国大陆宗教事务的法制化建设提供借鉴，结合内外环境，综

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政教和谐的宗教法律，倡导宗教界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一，要加强宗教思想建设，宗教界要主动开展宗教思想理论建设，政府部门要对

此予以高度重视，推动和支持其发展建设；第二，要支持宗教界为大众服务，开展慈善

等公共事业是宗教融入社会、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也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采取必要措施鼓励和引导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等事业
①
；第三，指导和

促进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创建和谐的修道院及教堂，使其成为引导和推动宗教界加强

自身建设的平台，专注于人才培养、提高宗教人员质量。第四，改善对宗教事务的管制，

健全法制建设，提高宣传力度，树立法律权威，使所有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宗教事务都置于法律的保护和规范之下，发挥创新思维，合理管理宗教事务。 

宗教立法一直都是各国政府和宗教界关注的问题。宗教方面政策和宗教法制建设必

                                                        
①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鼓励和规范

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国宗发【2012】6 号，载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宗教政策法规文件选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出版，第 355-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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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征求信教群众的意见，政府也应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宗教立法者的素质，在

和谐相处的环境下更多地为信教群众服务，正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努

力建造一种宽容的多元宗教社会。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等待时机，而是要积极引导，

抓住机遇，努力促进和创造有利条件，为宗教立法创造条件。 

五、结语 

无论是民国政府时期还是台湾地区，对宗教法的制定和推行都是符合时宜的法律事

件，把这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宏观的全面了解带有继承性的两个“政权”

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宗教问题进行管理和规范的。两者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决定着不

同的宗教立法形式，也决定了不同的立法机构，甚至不同的政党对宗教立法的不同看法。

在一系列的区别当中，总结出不同的但带有继承关系的宗教立法是如何影响宗教事业发

展的，抑或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而这一系列的宗教立法对当时当地社会的经济、文

化又造成了哪些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两者宗教立法的比较研究，得出

相应结论，分析两者区别与联系的同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地区的宗教立法可以提

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对于两者，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宗教

法律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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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监督寺庙条例》（1929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第 1 条 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不论用何名称，均为寺庙。 

第 2 条 寺庙及其财产法物，除法律别有规定外，依本条例监督之。 

前项法物，谓于宗教上、历史上、美术上、有关系之佛像、神像、礼器、乐器、法

器、经典、雕刻、绘画、及其他向由寺庙保存之一切古物。 

第 3 条 寺庙属于左列各款之一者，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一由政府机关管理者。 

二由地方公共团体管理者。 

三由私人建立并管理者。 

第 4 条 荒废之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之。 

第 5 条 寺庙财产及法物，应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登记。 

第 6 条 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住持管理之。 

寺庙有管理权之僧道，不论用何名称，认为住持。但非中华民国人民，不得为住持。 

第 7 条 住持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之收入。 

第 8 条 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

处分或变更。 

第 9 条 寺庙收支款项及所兴办事业，住持应于每半年终报告该管官署，并公告之。 

第 10 条 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 

第 11 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或第十条之规定者，该管官署得革除其住持

之职，违反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者，得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 

第 12 条 本条例于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庙不适用之。 

第 13 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录 2： 

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2005 年 3 月 7 日台湾省政府行政院颁布）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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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维护信仰宗教自由，协助宗教团体健全发展，特制订本法；本法未规定

者，适用其他法令之规定。 

第二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

为县（市）政府。 

主管机关为处理宗教事务，得遴选宗教界代表及学者、专家十五人至三十七人组成

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其中宗教界代表不得少于委员总数三分之二；其遴聘及机会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条 依本法完成登记或设立之宗教团体为宗教法人。 

全国性宗教团体得设立分支机构或分级组织，按受该团体之监督辅导。 

第四条 本法所称宗教团体，系指从事宗教群体运作及教义传布与活动之组织，分

为下列三类： 

一、寺院、宫庙、教会。 

二、宗教社会团体。 

三、宗教基金会。 

第五条 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有同级同类之宗教法人者，其名称不得相同。 

第六条 依本法完成登记或设立之宗教团体，由主管机关发给宗教法人登记证书及

图记。 

第二章 寺院、宫庙、教会 

第七条 寺院、宫庙、教会系指有住持、神职人员或其它管理人主持，为宗教之目

的，有实际提供宗教活动之合法建筑物，并取得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权或使用同意书之宗

教团体。 

寺院、宫庙、教会发起人或代表人应检具申请书、章程及其他应备表件，向寺院、

宫庙、教会建筑物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办理登记；具有隶属关系之十三所

以上寺院、宫庙、教会，且分布于十三以上直辖市或县（市）行政区域者，向中央主管

机关办理登记。 

前项登记之资格要件、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中央主管

机关定之。 

第八条 寺院、宫庙、教会之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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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旨。 

三、宗教派别。 

四、管理组织及其管理方法。 

五、法人代表之名额、职权、产生及解任方式；有任期者，其任期。 

六、财产之种类与保管运用方法，经费与会计及其不动产处分或设定负担之程序。 

七、法人之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所在地。 

八、章程修改之程序。 

寺院、宫庙、教会之章程，除应载明前项事项外，并得载明解散事由与程序、解散

后剩余财产之归属及其他必要事项。 

第一项第五款法人代表之名额超过三人时，其相互间有配偶或三亲等以内血亲、姻

亲关系者，不得超过其总名额三分之一。 

第三章 宗教社会团体 

第九条 宗教社会团体系指以实践宗教信仰为目的，由个人或团体组成之社会团体。 

宗教社会团体分全国、直辖市及县（市）二类。 

直辖市及县（市）宗教社会团体由团体组成者，其发起团体不得少于十个；由个人

组成者，其发起人不得少于三十人。 

全国性宗教社会团体由团体组成者，其发起团体不得少于三十个，且应分布于十三

以上直辖市或县（市）行政区域；由个人组成者，其发起人数不得少于一百人，且其户

籍应分布于十三以上直辖市或县（市）行政区域。 

第十条 宗教社会团体之筹设，应由发起人检具申请书、章程草案、发起人名册及

其他应备表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前项申请许可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 宗教社会团体经许可筹设后，应于六个月内召开发起人会议，推选筹备

委员会，组织筹备会；筹备完成后，应于三个月内召开成立大会。 

前项成立大会，因故不能召开时，经主管机关核准者，得展延一次，其展延期间不

得超过三个月；届期仍未召开时，原筹备许可失其效力。 

发起人会议、筹备会议及成立大会，均应通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得派员列席。 

第十二条 宗教社会团体应于成立大会后三十日内，检具章程、选任职员简历册，

送请主管机关许可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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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宗教社会团体之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1）名称。 

（2）宗旨。 

（3）宗教派别。 

（4）组织区域。 

（5）会址。 

（6）任务。 

（7）组织。 

（8）会员之权利及义务。 

（9）会员入会、出会及除名。 

（10）会员代表、理事、监事之名额、职权、任期、选任及解任。 

（11）会议。 

（12）财产之种类与保管运用方法、经费与会计及其不动产处分或设定负担之程序。 

（13）章程修改之程序。 

宗教社会团体之章程，除应载明前项外，并得载明解散事由与程序、解散后剩余财

产制归属及其他必要事项。 

第一项第十款理事之名额，不得少于五人，最多不得超过三十一人，并须为单数；

理事相互间有配偶或三亲等以内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超过其总名额三分之一。 

监事名额为理事名额三分之一，任期与理事同。 

监事相互间或监事与理事间，不得有配偶或三亲等以内血亲、姻亲关系。 

第四章 宗教基金会 

第十四条 宗教基金会系指以特定金额之基金为设立基础，并以推展宗教相关公益、

慈善、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为目的所组成之团体。 

宗教基金会分全国、直辖市及县（市）二类，其基金数额由主管机关定之。但直辖

市及县（市）类者，不得超过全国类之基金数额。 

第十五条 宗教基金会之筹设，应由捐助人检具申请书、章程就其他应备表件，向

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前项申请许可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六条 宗教基金会之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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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 

（2）宗旨。 

（3）宗教派别。 

（4）管理组织及其管理方法。 

（5）董事名额、产生方式、任期、任期届满之改选及任期届满不办理改选之处理

方式。 

（6）设有监察人者，其名额、任期及产生方式。 

（7）董事会之职权。 

（8）财产之种类与保管运用方法、经费与会计及其不动产处分或设定负担之程序。 

（9）法人之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所在地。 

（10）章程修改之程序。 

宗教基金会之章程除应载明前项事项外，并得载明解散事由与程序、解散后剩余财

产之归属及其他必要事项。 

第十七条 宗教基金会以董事会为执行机构，置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互选之。 

董事之名额，不得少于五人，最多不得超过三十一人，并须为单数；董事相互间有

配偶或三亲等以内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超过其总名额三分之一。 

置有监察人者，名额为董事名额三分之一，任期与董事同。 

监察人相互间、监察人与董事间，不得有配偶或三亲等以内血亲、姻亲关系。 

第五章 财产 

第十八条 宗教法人因出资、征募购置或受赠之不动产，应造具不动产清册送经主

管机关备查。 

前项不动产登记名义人应为该宗教法人，并由该法人章程所定有权管理之人管理

之。 

第十九条 宗教法人之财产及基金之管理，应受主管机关之监督；其监督办法，由

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宗教法人之不动产，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处分、变更或设定负担。寺院、宫庙、

教会依其章程定有所属宗教社会团体者，不动产之处分，应先报经所属宗教社会团体之

同意。 

前项许可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之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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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人办理奖助或捐赠，应符合章程所定之宗旨，其对特定团体或个人所为之奖

助或捐赠，超过财产总额一定比率者，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前项财产总额一定比率，有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条 宗教法人于本法施行前已继续使用共有非公用土地从事宗教活动满五年

者，得检具相关证明文件，报经主管机关核转土地管理机关，依公产管理法规办理让售。 

前项供宗教目的使用之土地，得优先办理都市计划或使用地变更编定。 

各级政府拟定或变更都市计划时，应以维护既有合法宗教用地及建筑之完整为原

则。 

第二十一条 寺院、宫庙、教会之会计基础采现今收付制，应设置账簿，详细记录

有关会计事项。 

宗教社会团体及宗教基金会之会计年度起迄以历年制为准，会计基础采权责发生

制，应设置账簿，详细记录有关会计事项，按期编造收支报告。 

前二项会计账簿及凭证，准用商业会计法规定保存十年或五年。 

第二十二条 宗教社会团体及宗教基金会应于年度开始前三个晕，检具年度预算书

籍业务计划书，报主管机关备查。 

宗教法人应于年度结束后六个月内，检具年度决算书，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二十三条 宗教法人除有错售货物、劳务收入或附属作业组织者外，得依所得税

法相关规定，免办理年度结算申报。 

个人或营利事业对宗教法人之捐赠，得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作为列举扣除额，或

列为费用或损失。 

宗教法人接受捐赠之所得及孳息，得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免纳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私人或团体捐赠宗教法人专供宗教、教育、医疗、公益、慈善事业或

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等直接使用之土地，得由受赠人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但于再移转

第三人依法应课征土地增值税时，以该土地捐赠前之原规定地价或前次移转现值为原地

价，计算涨价总数额，课征土地增值税。 

第二十五条 私人捐赠宗教法人之财产，专供宗教、教育、医疗、公益、慈善事业

或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等使用者，得依遗产及赠与税法规定，不计入遗产总额或赠与总额。 

第二十六条 宗教法人解散，于清偿债务后，其剩余财产得依其章程之规定，归属

于其他宗教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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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前项章程之规定时，其剩余财产归属于该宗教法人主事务所或会址所在地址地方

自治团体。 

宗教法人经依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废止其登记或设立许可后，其财产之处

理，准用前二项规定。 

第六章 宗教建筑物 

第二十七条 宗教建筑物系指宗教团体为从事宗教活动，依建筑法令领得使用执照

之建筑物。 

宗教建筑物为社会发展之需要，经宗教建筑物所在地之主管机关许可，并符合土地

使用分区管制者，得为其他使用。 

宗教法人所有之宗教建筑物供其他作为宗教活动使用者，得依房屋税条例免征房屋

税，其基地得依土地税减免规则免征地价税。供出租使用，且其收入全部作为宗教目的

使用者，亦同。 

第二十八条 宗教法人与不妨碍公共安全、环境安宁及不违反建筑或土地使用或公

寓大厦管理法令之范围内，经主管机关之许可，得以区分所有建筑物为宗教建筑物。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宗教法人得按其章程所定目的及财产情形，依法兴办相关教育、医疗、

公益、慈善事业或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第三十条 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动，有涉及诈欺、恐吓、赌博、暴力、妨害风化或性

自主犯罪行为者，除依相关法律规定处罚外，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仍不改善

者，按其情节轻重，为下列之处分： 

一、解除法人代表、董事、理事、监事或监察人之职务。 

二、废止其登记或设立许可。 

主管机关为前项之处分，其设有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者，应征询宗教事务咨询委员

会之意见。非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员出席及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时，主管机关

不得为前项之处分。 

第三十一条 宗教法人违反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或第二十二条规定或

违反章程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仍不改善者，应按其情节轻重，

不予适用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及第二十七条全部或一部之规定。 

第三十二条 宗教法人经主管机关之许可，得设立宗教教义研修机构；其许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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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废止许可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宗教教义研修机构其授予教育部认定之学位者，应依教育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法施行前，寺院、宫庙、教会附设之纳骨、火化设施已满十年者，

视为宗教建筑物之一部分。但以区分所有建筑物为宗教建筑物者，不适用之。 

前项视为宗教建筑物一部分之纳骨、火化设施，其有损坏者，得于原地原规模修建。 

第三十四条 本法实行前，已依其他法律登记之宗教团体，经依本法规定修正章程

并报主管机关备查后，视为依本法登记或设立之宗教法人，发给宗教法人登记证书及图

记。 

第三十五条 外国宗教法人经主管机关之许可，得在本国购置土地供宗教团体兴建

宗教建筑物使用；其认许条件、应备表件、审查程序、废止认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

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六条 非依本法设立或登记为宗教法人之个人或团体，而有经常性借宗教信

仰名义，对外从事宗教活动之事实者，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予清查，列册辅导，

管理。 

前项辅导、管理，由直辖市、县（市）制定或订立自治法规办理之。 

第三十七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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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11 年 9 月，我从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后，满怀崇敬之情踏入了河北师范大

学。河北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习、研究氛围，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历史学专业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传统强势学科和重点建设学科，学术风气浓

厚、师资力量强大。能成为历史文化学院中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我倍感骄傲和自豪！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朱文通研究员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自 2009 年开

始就兼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老师治学态度严谨，视野开阔，对他的学

生要求也比较严格。而也正是朱老师的严格督促和教导，我才能够克服自己的惰性不断

进步。 

朱老师非常注重研究生学术素养和基本功的培养，努力为我们打开视野，并力求站

在学术前沿上研究问题。刚刚入学时，朱老师即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学术领域的基本情况

和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先后向我们推荐了国内外研究热门话题和

专著，使我初步了解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之后，开始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题目，指

导我们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不断提高。当我遇到困惑的时候，朱老师都能及时的予以方

法上或理论上的指导。正是在不断的论文写作中，我开始逐步踏入历史学这座广阔、神

秘而又深奥的殿堂。朱老师在学术上给予我悉心指导的同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我无微

不至的关怀，可以说我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恩师的鼓励和教诲。 

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民国政府与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立法比较研究》这个

毕业论文题目。在论文框架的设计和具体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朱老师一直强调把学术

规范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环节中，并给予了我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朱老师在对我的培

养和毕业论文指导上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以至于每当我翻阅论文时，常会有不满之感，

不免有愧与恩师。 

感谢恩师对我的悉心培养，感谢父母长期以来对我学习的支持，感谢历史文化学院

的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学习、生活的关心和帮助，感谢 2011 级研究生班的同学给予我

的具体帮助，感谢论文评阅老师和参见答辩的老师抽出时间审阅我的论文并提出宝贵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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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刊发时间 刊物级别 
署名

次序

《略论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

北兴办的社会事业—以直隶

省为中心进行考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 
2013 年 6 月 国家级 1 

《民国时期宗教立法作用探

析》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

报 
2013 年 10 月 国家级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