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自由的司法保护 ：基于欧洲人权 l 

法院判例的观察分析 木『 

内容提要 ：欧洲人权法院作 为 《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实施机构，50多年来审理了不少关涉宗教 

问题的案件。从宗教 自由的司法保障角度来看，欧洲人权法院提高 了宗教 自由的保障 

标准，对促进欧盟成员国宗教人权状况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涉及宗教 自由的案件 

． 经过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之后，形成的判例规则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欧盟本身，已对全 

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这一宗教 自由保护的司法样本，应当引起我们的注 

意。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研究，挖掘可以借鉴的资源，以完善我国的宗教信仰 自由保护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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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锋，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南昌大学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研 究所研究员，南 昌 

大学MPA中心研究员。 

为了实施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于 1959年成立了 《欧洲人权公约 》 

(简称 《公约》)的重要实施机构——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位于法国西北部的斯特拉斯堡 fStrasbourg)， 

所以也被称为斯特拉斯堡法院。 后来，承认欧洲人权法院及其判决成为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这样 

一 来极大地提升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地位，现在该法院已经获得了凌驾于欧盟成员国主权的司法地位。 

欧洲人权法院成为致力于保护人权的一个超国家的法律机构。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 《欧洲人权公约》 

的重要实施机构，建立起了非常可观的判决先例，在欧洲社会享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 5O多年来 ， 

欧洲人权法院对成员国政府干预宗教自由的事务进行司法监督，审理了不少关涉宗教问题的案件。涉 

及宗教 自由的案件通常十分复杂，经过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之后，所形成的判例规则往往具有开拓性 ， 

其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欧盟本身，已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这一宗教自由保 

护的司法样本，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分析。然而，遗憾的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宗教 自由案件尚未引起国 

内学者应有的注意，研究成果鲜见，几乎还是一片有待探索的学术研究盲区。 

一

、 欧洲人权法院宗教 自由案件的审查程序 

欧洲人权法院专门受理欧盟成员国公民状告本国政府的案件，案件受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第一， 

被指控方是欧盟成员国政府 ；第二，争议事项经过了被指控国家的最高审级，当事人穷尽了国内解决手 

段 ；第三，在被指控国家终审判决做出后 6个月内提出，并有足够证据。欧洲人权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中国宗教法人制度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3BZJ006)、国家宗教局公开招标项 目 

“宗教活动场所产权关系研究”(GK1503A)的阶段性成果 ；笔者在此衷心感谢辛苦审阅本文的专家学者以及为我的学术研究 

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加润国研究员、国家宗教局 《中国宗教 》杂志社刘金光社长。 

① 《欧洲人权公约 》于 1953年开始实施，其宗 旨是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国家政权对公 民构成威胁和侵犯，为将公约的规定落到 

实处，先后于 1954年成立欧洲人权委员会、1959年成立欧洲人权法院 ；它与欧盟法院不同，欧盟法院是欧洲联盟内的司法 

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审判欧洲联盟 内各成员国之间以及各成员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参见李永君 ：《凌驾于欧盟各 

国之上的人权法院(上 )》，《检察日报》，2003年5月 15日；汪建成、何兵 ：《论欧盟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中外法学》， 

1996年第 4期。 

② 尹雪梅 ：《欧洲人权法院——超国家的人权保护法律机构 》，《中国司法 》，2006年第 7期。 

③ 参见张德瑞 ：《论欧洲人权法院的 “司法造法”》，《法学评论 》，2013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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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程式化的审查，才能做出裁判，欧洲人权法院宗教 自由案件的审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 

(一 )审查案件是否属于 《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的受案范围 

根据 《公约》及有关文件，对宗教自由的保护规定表现在 《公约》第9条 和 《欧洲人权公约 ：第 
一 议定书》第 2条中有关父母对子女的宗教教育权的内容上。《公约》第 9条在适用上具有极大的扩展 

弹性，不仅包含个人信仰也包括宗教团体的信仰表达行为 ；不仅包括信仰的纯粹主观方面，也包括信 

仰表达的客观方面 ；非宗教的信仰 同样受到 《公约》第 9条的保护，诸如和平主义、素食主义、无 

神论等价值体系都属于 《公约》第 9条的保护范围，共产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也属于该保护范闻，但 

欧洲人权法院通常将其归人 《公约》第 10条言论 自由和第 11条结社自由的范围之中进行保护。实践 

中，强制某人进行宗教宣誓或参加宗教仪式、禁止劝诱他人信仰某种宗教、在公立学校内禁止穿戴宗 

教服饰、限制建立敬拜场所、拒绝宗教团体登记、限制朝觐等国家公权力过度干预宗教 自由的行为均 

属于 《公约》第 9条的受案范围 ；《公约》规定成员国政府不仅有不侵犯 《公约》规定的宗教自由的义 

务，而且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保护的义务，因此成员国政府消极不作为所引起的争议也属于 《公约》 

第 9条的受案范围。 

(二 )审查成员国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是否 “干涉 (Interference)，’宗教 自由 

是否存在 “干涉”实际上不容易证明，判断时往往涉及观念冲突，十分困难。欧洲人权法院认 

为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保障多元主义和容忍精神，当宗教团体之间发生纠纷之后 ，成员国政府应当作为 

“中立调停者”面 目出现来解决纠纷 ，有时成员国政府为了解决信徒之间的冲突，也需要积极介入宗教 

团体内部事务的安排，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政府作为 “中立调停者”角色的情况，还是属于 “干涉” 

的范围，就比较难做判断。欧洲人权法院的经验是，谨慎把握成员国政府的 “介入”性质，一 口‘超越 

“中立调停者”身份便事实上构成对宗教 自由的 “干涉 ”。 

成员国政府是否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宗教 自由，还是限制宗教 自由以保护公共利益，常常不容 

易判断，欧洲人权法院通常是通过具有冲突关系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来判断。在 Vergos v． 

Greece 一案中，申请人是其所属宗教团体在某城镇的唯一信徒 ，他拥有一块土地，于是申请为其所 

属的宗教团体建造一处礼拜场所，政府根据土地利用规划 ，拒绝了他的请求 ；政府规划当局认为批准 

建造这一礼拜场所没有社会需要的正当理由，在判定成员国政府对宗教 自由的 “干涉”是否必要的司 

法推理过程中，欧洲人权法院接受了成员国当局适用的标准，衡量了申请人的宗教表达自由和公共利 

益，认为成员国政府的合理规划不是任意的，当临近的城镇有礼拜场所可以满足该地区宗教团体的需 

要时，公共利益不应该让位于只有一个信徒的宗教团体礼拜场所的需要。 

(三 )审查成员国政府对宗教 自由的限制是否具有正 当性 

虽然宗教自由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况下，成员国政府可以 “干涉”《公约》规定的宗教 自由 ；但 

是，成员国政府应当承担 “干涉”的正当性的证明责任，使政府的 “干涉”行为能经受住正当性的检 

验。成员国政府 “干涉”宗教 自由的公权力行为要通过正当性审查，主要有j个步骤 ： 

① 《欧洲人权公约 》第 9条规定 ：1．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 以及宗教 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其宗教信仰 以及单独 

地或者同他人在一起 的时候 ，公开地或者私 自地在礼拜 、传教 、实践仪式中表示其对宗教或者信仰的 自由。2．表示个人对 

宗教或者信仰的 自由仅仅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 ，以及基于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考虑 ，为了保护公共秩序 、健康 

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与 自由而施以的必需的限制 。《欧洲人权公约 ：第一议定书 》第 2条规定 ：任何人不能被否 

认受教育的权利。在行使任何与教育和教学有关的职责中，国家将尊重家长按照其宗教和哲学信仰来保证得到这种教育和教 

学的权利。 

② 欧洲人权法院对到底何为 “宗教”，迄今为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 的解释 ，欧洲人权法院认 为在理论上决定某个团体的信仰是 

不是 “宗教”，不是法院的任务 ，在 Kimlya and others v．Russia一案中，争议问题是基督教科学组织 (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 

是 被认为一种 “宗教”，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个 问题上完全依赖成员国的立场 ，并没有表明 自己的司法态度。 

③ Supreme Holy Council of the Muslim Community v．Bulgaria，16，Dec,ember，2004． 

④ Vergos v．(；reece 24．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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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干涉”是否是为了一个合法 目标。一般只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 

其他人的权利 自由才是这里所说的合法目标 ；成员国政府通常能够笼统地表明采取的 “干涉”措施符 

合追求公益的目标。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一般要求成员国政府表明其所追求的特定的目标。 

第二，成员国政府的 “干涉”行为是否是 “依据法律”做出。成员国政府必须证明其 “干涉”行 

为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的 ；这是由法律的确定性决定的，法律可以将政府行为限定在一个度的框架 

内，避免政府做出恣意和不可预测的 “干涉”行为 ；因此，被指控的成员国政府 “干涉”宗教 自由的 

行为必须有国内法的根据。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制定法的术语难以达到绝对的精确度 ，国内形成的判例 

法对制定法条款起补充作用。 

第三，“干涉”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是否是必要的。成员国政府证明 “干涉”宗教 自由的行为在自 

由民主社会是必要的，但往往十分困难。总体上说 ，成员国政府证明 “干涉”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是 

否是必要的，必须证明 “干涉”行为满足下列条件 ：符合迫切的社会需要 、与所追求的合法 目标相适 

应、有明确充分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 

欧洲人权法院的任务是判定成员国政府采取的 “干涉”宗教 自由的行为是否是正当和适当的，这 

对法院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一般地讲，正当性标准的要求在实践中取决于特定的语境 ；通常情况下， 

“迫切的社会需要”越强烈越容易证明政府 “干涉”宗教自由的正当性。判断成员国政府采取的 “干 

涉”宗教自由的行为是否是适当的，必须考虑 “干涉”宗教 自由的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远远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操作问题。 

客观地讲，成员国政府总体上比国际组织的法官更加适于对 “干涉”宗教 自由的 “必要性”的确 

切内容做出判断。 国内的争议往往反映历史、文化和政治敏感度 这是一个地处国际组织的法庭不 

能很好解决的争议 ；与欧洲人权法院相比，成员国政府能够比较好地了解到这些当地情况，而欧洲人 

权法院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人权在成员国内保护的具体情况。也正是因为如此，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其 

在审查宗教领域的特定决策方面的权力是有限的，在判定成员国政府限制宗教 自由措施方面需要一定 

程度的 自我抑制。 

欧洲人权法院承认 自己在 《公约》人权保护方面处于辅助角色，客观上应当给予成员国政府一定 

程度的 “裁量余地 (Margin of Appreciation)”。另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坚持认为不得给予成员国无限 

制的裁量权力 ，自己有责任确保监督成员国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情况，有权对成员国政府的 “限制” 

行为是否符合公约的人权保障做出最终裁判 ，成员国政府的裁量余地权力的行使应时刻处在自己的监 

督之下，这种监督既涉及被指控 “干涉”行为的目标也涉及其 “必要性”，不仅涉及成员国的基本立 

法，也涉及根据立法做出的行政决定，甚至是司法决定。当然，欧洲人权法院的任务绝不是取代适格 

的成员国的国内法院，而是审查它们行使裁量余地权力做出的决定 ；欧洲人权法院并不全盘否定成员 

国政府的裁量余地权力存在的价值，只是强调成员国政府的这种权力是有限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 

评定裁量余地权力的行使方面具有最终话语权。 
＼  

二、欧洲人权法院宗教自由司法保护的缺陷 

(一 )案件数量相对较少 

欧洲人权法院根据 《公约》第 9条的规定做出的判决，与根据其他条款形成的判决相比明显偏少。 

统计表明，从欧洲人权法院 1959年成立到 2014年的 55年间，只有 59个判决。③ 以2014年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该年度受理的案件，最多的是违反 《公约》第 6条的案件，占本年度案件数量的25．06％ ； 

其次是违反 《公约》第 3条的案件，占 19．86％；再次是违反 《公约》第 5条的案件，占 16．97％ ；然后 

① Kokkinakis v．Greece，25 May 1993；Larissis and others v．Greece，24；February，1998 

② Wingrove v．the United Kingdom，25 November 1996．‘ 

③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14，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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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反 《公约》第 l3条的案件，占 10．25％ ；违反 《公约》第 9条宗教自由的案件 ，由于数量较少，并 

没有单独列出，只是将其笼统归人了 “其他违反 《公约》权利 自由的情形”(总共占 14．49％)；实际上， 

在该年度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 891个案件中，违反 《公约》第 9条宗教 自由的案件只有 7件。 宗教 

自由案件所占比例之低可见一斑 ；不仅数量少 ，与 《公约 》其他权利 自由案件进入欧洲人权法院的时 

间相比，出现时间也比较晚，第一个判决违反 《公约》第 9条的案件是出现于 1993年的Kokkinakis v． 
Greece②

一 案。 

(二 )受案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涉及宗教自由的案件，其范围不包括剥夺宗教团体的物质资源，对宗教财产 

的保护力度较弱。 

《公约》第9条提供的保护本质上必须是其成员国内发生的争议 ，欧洲人权法院才享有司法管辖权 ， 

当一个人被驱逐出国境时，再主张其宗教 自由时，就难以得到 《公约》第 9条的保障，这就减损了该 

条款的司法功能 ；同样的道理，成员国政府的移民控制也会造成新移民的宗教 自由被排除在 《公约 》 

第 9条提供的救济管道之外 ；但在特殊情况下，成员国政府如果根据申请者的信仰拒绝其入境，则属 

于 《公约》第 9条的受案范围。 

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争议 ，欧洲人权法院需要权衡作为请求人的雇员和其雇主之间的利益。 通常 

情况下，《公约》第 9条保护的宗教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表明，在这个领域 ， 

法院不愿意承认雇主有提供宗教表达设施的积极义务 ；雇员有义务遵守工作场所的管理规定。因宗教 

习惯而旷工并招致解职，这种情况引发的争议不属于 《公约》第 9条的保护范围。 

欧洲人权法院是否受理案件某种程度上还受争议问题的影响。总体上看，欧洲人权法院比较愿意 

受理拒绝承认法律人格，以及由其引起的拒绝向法院寻求救济 ；欧洲人权法院不太愿意受理有关宗教 

义务的理解、宗教节 日的遵守 、劝诱改宗的条件等案件。欧洲人权法院的这种主观偏好无形中也影响 

着案件的受理范 围。 

(三 )判例确定的规则缺乏一致性 

在欧盟国家中，宗教 自由的保护形式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整个欧盟并没有统一蓝本。在成员国层 

面，欧盟各国有本国的宪法法律制度保护宗教 自由，从而导致不同国家的政教关系存在很大不同，欧 

盟成员国的政教关系可归为三种类型，即政教分离型、国教型、政教混合型。其中法国、比利时等属 

于政教分离型，英国、北欧国家属于国教型，德国、意大利等属于政教混合型。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 

政教关系反映出各个国家的传统和现实的差别，在有些国家宗教容忍已经有多年的实践，而在有些国 

家宗教容忍的观念甚至才刚刚萌芽。 

由于各成员国民主、法治 、人权的情况差别很大，各国的制度安排呈现复杂多样性，结果造成 

《公约 》无法为成员国规定统一的刚性标准，只能规定某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欧洲人权法院根据 《公 

约》审理案件，因成员国不同，判决差别很大，判例确定的规则难免缺乏一致性。宗教传统 、宗教差 

异在各国宪法法律中的政教关系将继续存在，欧洲人权法院无法为整个欧盟确立统一的最高标准。 

(四 )过于尊重成员国的 “裁量余地”。超然的司法地位受到很大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认可成员国政府决策者一定程度的 “裁量余地”，这种做法实际上表明在实践中法院 

调整了严格的审查规则，降低了成员国政府举证限制宗教 自由正当性的要求。从逻辑上讲 ，欧洲人权 

法院如果过于尊重成员国政府的 “裁量余地”，其超然的司法地位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较多地受到 

逃避宗教 自由保护职责的指责。 

①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14，p．169，p．174． 

② 该 案 的 详 细 介 绍 可 以 参 见 《欧 洲 人 权 法 院 考 金 纳 克 斯 诉 希 腊 案 判 决 书 》，http：／／www．paeilution．com／ShowArticle 

asp?ArticleID=1848。(阅读时间 ：2016年 2月 3日。) 

③ Eweida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15，Januar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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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人权法院宗教 自由判例的价值 

(一 )有力地推动了 《公约》第 9条的适用 

《公约》第 9条规定的宗教 自由是一项重要人权，《公约》文本只是对理解宗教 自由保障的起点， 

把握判例确立的规则，才是理解宗教 自由保障的关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实践对 《公约》第 9条内 

含的价值做出了强有力的司法论证。欧洲人权法院采取 “适度遵循先例”原则，既保障了判例规则适 

用的稳定性，“适度”遵循又避免了僵化，保证了司法能够适应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 

《公约》第 9条的适用。 

(二 )对成员国的公共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确立的规则可以为成员国法官、政府官员、律师在本国适用欧盟条约时提供帮 

助。不管 《公约》的效力是否被认为超越于成员国国内法，能否推翻成员国国内法的规定，欧洲人权 

法院的判决对成员国的决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客观上已经成员国法官、政府官员决策时必须考 

量的事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完全超越个案本身，常常引起成员国甚至整个欧盟公共政策和法律制 

度的制定与修改。实践中，各成员国在受到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谴责以后 ，修改其立法或者判例的例子 

不计其数。 欧洲人权法院通过 “法官造法”的形式介入欧洲宗教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对涉案成员 

国的政教关系甚至整个欧洲的信仰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 )有利于营造相互尊重、容忍和多元主义的社会氛围 

相互尊重、容忍和多元主义是欧洲民主社会的标记，这在 《公约》的框架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人权法院判定违反 《公约》第 9条宗教 自由规定的案例相当少 ；近年来，数 

量越来越多，复杂性也 日益增加，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逐渐开始围绕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诸如罪 

犯的宗教自由、雇佣合同中的信仰与契约义务的冲突、信仰的集体表达。欧洲人权法院对广泛多样的 

争议问题引发的案件进行处理 ，其裁决结果反复强调欧洲社会宗教信仰的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相互尊 

重、容忍和多元主义。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件事实和法院确立的判例规则十分富有 

吸引力 ；案件事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欧洲宗教、文化、历史多样性的窗口，法院判例一直在努力 

为欧洲创建一套统一的价值标准，以便应对日益发展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的现实，从而在整个欧盟 

营造一种相互尊重、多元主义、容忍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欧洲人权法院已成为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的 “榜样”和 “范本”；为人权保护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宝贵经验。 欧洲人权法院建立以来 ，秉持司法积极主义态度，迎合民众的信仰期待， 审理了不 

少关涉宗教问题的案件，对宗教 自由的司法保护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宗教 自由的司法保障角度 

来看，欧洲人权法院提高了宗教 自由的保障标准，对促进欧盟成员国宗教人权状况的改善，发挥了积 

极作用。目前，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涉及宗教 自由的案件所造成的影响已经突破了区域局限，受到越 

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法院引述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例子不在少数。 宗教 自由 

的保护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这一宗教 自由保护的司法样本，值得 

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责任编辑 杜 澄 ) 

① 赵海峰 ：《欧洲人权法院简介 》，《诉讼法论丛第 5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 213页。 

② 周子琦、刘宁宁 ：《欧洲人权法院述评》，《理论界》，2009年第2期。 

③ [法国]让 一保罗 ·科斯达 ：《欧洲人权法院与人权法之进展 ：评价与展望》，邓凯、朱国斌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 

年春季卷 ，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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