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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之法律救济

———以寺院为主要景点设立风景名胜区牟利的行为为视角

张建文

(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 400031)

〔摘 要〕 通过以知名寺院为主要景点，隔绝或阻断通往知名寺院的道路，设立风景名胜区，以谋取经济利益

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既侵害了僧众作为相邻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相邻权，也侵害了信众和游客对寺院所提

供的自由使用宗教财产的合法利益。对此种利益应当纳入《侵权责任法》上“合法的民事权益”的概念给予救济。
风景名胜区应当无条件地为包括僧众、信众和游客在内的整个寺院宗教财产使用者群体，提供无偿地自由地接近

和进出寺院的通行便利，以此保障该群体所享有的宗教性物质利益( 僧众) 、宗教性精神利益( 僧众、信众) 和一般

性精神利益( 游客) 。
〔关键词〕 宗教财产; 依赖性使用利益; 自由使用利益

Abstract: The acts that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establishing scenic spots，isolating the monasteries or bloc-
king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famous monasteries is essentially an infringement，which not only infringes the monks’interest，
but also the believers and tourists’right of free use of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religious property． Such benefits may be
stipulated in the Tort Liability Act of PRC as the“legitimate civil rights”via the concept of relief． Scenic spots should un-
conditionally provide free access to temple to people include monks，pilgrims and tourists，including the entire monastic re-
ligious propert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group to enjoy religious material interests ( of monk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inter-
ests ( of monks and believers) and general spirit interests ( of touri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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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在竞相开发旅游资源中，有不少地方政府通过以

寺院为主要景点，隔绝或阻断通往知名寺院的道路，

设立风景名胜区的方式，依靠寺院的知名度，谋取经

济利益。如在“云顶山慈云寺诉金堂县云顶石城风

景管理处违法收费案”①( 以下简称“慈云寺案”) 中，

原告云顶山慈云寺认为，被告金堂县云顶石城风景管

理处在去原告寺庙必经之路上，离该寺约 1 公里处设

收费站，收取游览费，致使到原告处游玩、朝山的游客

逐年递减，也严重威胁到了原告广大僧众的基本生

存，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撤除云顶山进山收费卡，停止

向游客收取进山费。无独有偶，在“重庆市九龙坡区

华岩寺与陆纲等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②中，也存

在类似情形。华岩旅游风景区和华岩寺是行政和经

济皆相互独立的两个单位，互不隶属。华岩旅游风景

区环绕华岩寺，华岩寺没有单独出口，进出华岩寺必

须经过华岩旅游风景区的占地。华岩寺免费进出，但

是香客和游客必须购买华岩旅游风景区的门票才能

进入风景区，进而进入华岩寺。华岩旅游风景区的门

票收入不向华岩寺提成。两个案件的事实基本相同

的是，两个风景名胜区，要么是完全包围了知名寺院

( 华岩寺) ，要么是占据了通往知名寺院( 慈云寺) 的

必经之路，由此导致无论是僧众，还是信众，抑或是普

通游客都必须通过风景名胜区的出口才能够进出寺

院。更为重要的是，风景名胜区收取的门票费用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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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于支持寺院的宗教事业。此种以寺院为主要

景点，设立风景名胜区的方式隔绝或阻断通往知名寺

院的道路，依靠寺院的知名度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产生了如下问题: 第一，它是否构成对寺院等宗教财

产的目的性用途的侵害? 第二，它是否构成对寺院

( 僧人) 、对该寺院所属宗教的信众( 居士) ，以及对潜

在的该寺院的游客的权利或合法利益的侵害? 如果

存在侵害，那么，更进一步到底是侵犯了上述主体的

何种权利? 若非为权利的合法利益，则这种合法利益

能否得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 以何种形态得到

《侵权责任法》的救济?

二、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的特殊性

( 一) 宗教财产使用上的特殊性

宗教财产的使用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宗教财产是公众用财产。公众用财产，即

提供给特定的人员( 如本寺院的僧人) 和不特定的人

员( 如国内外的同种宗教的其他寺院的僧人、来寺院

修行的居士和纯为游玩目的而入寺观览的普通游

客) 使用的公共财产。〔1〕54
在其使用者构成上具有来

源分散性、身份多样性、利益多元性三大特性。所谓

来源分散性，是指前述使用者可能分散在全国甚或海

外的广大地区。由此，也导致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

其集体行动( 如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的意愿和可能性

都比较低。所谓身份多样性，是指不同的使用者其身

份较为多样，既有住持等教职人员，也有一般的僧人;

既有心往佛陀的在家居士，也有心向览胜的普通游

客，涉及利益群体较多。所谓利益多元性，是指分散

而多样的使用者群体，各自对使用诸如寺院此类宗教

财产的利益各不相同。
对僧人而言，离开了对宗教财产的使用，几乎无

法开展自己的精神性与身体性宗教活动，甚至无法生

存，因此，宗教财产对僧人利益至巨。所以在前述慈

云寺一案中，寺院通过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的主要动因之一，即在于“未考虑本地的实际经济状

况，致使到原告处游玩、朝山的游客逐年递减”，“严

重威胁到了原告广大僧众的基本生存”。
对居士等信众而言，使用寺院等宗教财产意味着

巨大的精神性宗教利益。既关乎宗教自由政策之尊

重与贯彻落实，又牵涉普世的人性尊严价值之维护与

自我决定
〔2〕34

的实现，其利益不容忽视和侵害。所

以，在“慈云寺案”中，该风景名胜区对持有该寺皈依

证的佛教居士，实行减收门票费的优惠措施( 但不能

据此排除该优惠措施无侵害信众利益的性质) 。
对游客而言，其所欲获得和所能获得的利益，主

要是游览观赏寺院所产生的心神安宁和精神愉悦的

利益，至少表明了游客对该寺院的不排斥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寺院对除僧众以外的不限制范围

的任何人，〔3〕344
包括居士和游客，一般不收取门票费

用。因此，可以说是无偿提供的自由使用。即在不妨

碍他人利用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无需许可地按照

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进行使用。
第二，宗教财产是宗教性财产。宗教性财产，是

指为宗教性目的而使用的财产，非经特定程序，不能

用于其他的非宗教性用途，如商业性目的。因此，可

以说，宗教财产的本质在于其所负担的宗教性目的，

以及由此宗教性目的所决定的宗教性用途。在积极

的层面上，宗教财产应当由该寺院的僧众和信众以及

有心入寺观览游赏的人士 ( 财产使用主体上的宗教

性) 为宗教性目的和用途而使用( 财产使用范围上的

宗教性) 。所谓的宗教性目的和用途，是指该目的或

所从事的行为带有宗教性质，如弘扬佛法、培养僧才、
举行佛教宗教仪式等，即“与宗教相关联”。〔4〕83 － 84

在

消极的层面上，对宗教财产的管理人而言，如同国家

财产的管理人，不享有像私人财产所有权人那样的用

益自由、经营自由和处分自由。〔5〕292
在宗教财产的宗

教性用途没有废止前，原则上不能用于商业活动，如

开设旅馆、作为实物投资等。宗教财产的管理人( 住

持或寺院管理委员会等) 都无处分宗教财产的权能，

特别是无权实施转让、出售、抵押、毁损等行为。
( 二) 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行为的特殊性

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加害人在法律上属于被授权行使管理职能

的组织，多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如在“慈云寺案”中，金堂县云顶石城风景管理处属

于事业法人，而且其履行着管理云顶石城风景区的行

政管理职能，属于依法规、规范性文件被授权行使行

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华岩寺案”中，华岩风景区

管理处隶属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①。重庆市九

龙坡区民宗侨台事务局的书面证明证实:“重庆市九

龙坡区华岩寺的范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包括‘宏

法楼 － 素食餐厅 － 接引殿 － 天王殿 － 大雄宝殿等’
红墙以内的部分，另外一部分为‘华岩洞’，其余地方

均属于重庆华岩风景区管理处。”
第二，侵害行为本身以行政审批行为为基础，且

以行使行政行为为外衣。主要体现为风景区管理处

的设立审批和风景区管理处收取门票费用的收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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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在“慈云寺案”中，法院就认为: “被告是依法

规、规范性文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是行政诉

讼适格主体。被告在金堂县物价局审批及取得收费

许可证后，执行调整后的游览门票价格，其收费行为

合法”，“收取门票行为不是经营性行为，而是行政管

理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侵害

行为的样态或其本质，在于将寺院提供给不限制范围

的人群的自由使用加以垄断，并通过行政审批和收费

许可行为，将自由使用转换为许可使用，即付费的许

可使用。
第三，被侵权人的范围不明确，且被侵害的对象

是否具有可救济性存有争议。通过设立风景名胜区

管理处，依靠知名寺院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到底侵

害了哪些群体的利益，并不明确。在“慈云寺案”中，

只提到了慈云寺僧众的基本生存问题，没有提到对其

他群体，如在家居士、普通游客的权益问题。更重要

的是，被侵害的利益是否具有可救济性，仍有争议。
在“慈云寺案”中，法院明确认定了被告行为违法性

表现: 首先，在收费点位置选择上不合理; 其次，有依

靠原告知名度收费之嫌，最后，直接影响到原告僧众

的生存。但是，法院并没有因此赋予慈云寺僧众的利

益诉求以可救济性，理由在于“行政诉讼只对行政行

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是否合理进行审查，对被

告设置的收费点的合理性，不予审理”①。
综上可知，寺院财产具有宗教性财产和公众用财

产两大基本特点。侵害寺院财产的目的性用途的行

为，以被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为主体，以行

政审批和许可行为为基础且以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为

外衣，被侵权人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且被侵权人被

侵害的利益缺乏司法上的救济可能性。

三、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之法律救济

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行为，对寺院僧众、广
大信众、普通游客而言，所造成的利益损害是否确定

地没有法律上的救济可能性( 可诉性) ? 在承认存在

救济可能性的前提下，法学理论研究能够为司法机关

提供何种法律上的依据和何种可能的途径对前述不

同群体的利益损害给予必要的和有效的救济? 必须

首先要明确的是收取门票费用的性质，该问题决定了

救济途径的公法或者私法属性。在“慈云寺案”中，

法院认为，收取门票行为不是经营性行为，而是行政

管理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是作为行政诉讼

受理和审理的。笔者认为，在目前，普遍存在风景区

管理机构虚设、企业经营管理风景名胜资源的实际情

况下，在收取门票费用的问题上，风景名胜区和当事

人之间并不存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关系，是经营性收费。应当允许被侵权人按照《侵权

责任法》的途径寻求救济，这样既有助于督促风景名

胜区规范管理，也有助于保障游客的合法利益。因

此，笔者对侵害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的法律救济，

主要是围绕《侵权责任法》的途径展开的。
( 一) 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的利益属于《侵权责

任法》上的合法权益

第一，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非属《侵权责

任法》第 2 条第 2 款上明确规定的权利。《侵权责任

法》第 2 条第 2 款并没有明确规定宗教财产的目的性

使用利益的权利属性。该法第 2 条明确规定了民事

权益的外延，即“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
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
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从条文的文

义解释而言，并没有明确规定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

利益是否属于权利，以及属于何种权利。
第二，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属于《侵权责

任法》第 2 条第 2 款所揭示的合法利益。尽管该法没

有将该利益明确的合法化和权利化，但是通过民法解

释学对该法的立法宗旨和调整对象的规定的审查和

解释，可以发现:《侵权责任法》没有禁止或者排除对

该利益提供法律救济，该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上揭示的合法利益。

1． 规范目的论的解释: 对合法利益的保护是《侵

权责任法》基本功能

该法第 1 条开宗明义，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

即“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
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同

于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上“侵

害权利”要件的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

体不限于民事权利，还包括民法权利以外的合法利

益。“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也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6〕2 － 15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2004 年日本民法现代语

化改革明文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权利和法

律上受保护的利益”。理论界将“权利侵害”作为独

立构成要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吉村良一教授认为，

权利是“保护力度强的法益”，利益是“保护力度弱的

法益”，利益受侵害时必须考虑侵害行为的侧面。〔7〕25

《欧洲侵权法原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受保护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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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及其强度取决于该利益的性质。该原则第 2:

102 条列举了生命、身体、人格权、财产权、纯粹经济

利益等，并规定，受保护利益的范围及其强度取决于

该利益的性质，即利益价值高低、边界是否明确、是否

显而易见等，同时，保护范围还受到故意以及行动效

用的影响。〔7〕32

2． 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非属于反射利益

耶林在其名著《罗马法精神》中写道:“并不是所

有的利益都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也不是所有的利益

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并不是所有保护利益的法律

都能赋予利益人以主观意义上的权利，即给予这种保

护法律请求权”，“某一法律的或者是经济上的事实

超出由法律或者行为人或者权利人原本的意愿规定

的作用范围，而对第三人所产生的回溯力，即被称为

反射作用”。〔8〕296 － 297
对于赋予利益的反射作用，称为

“反射利益”，而对于课以负担的反射作用，称为“反

射负担”或“反射不利益”。权利与反射利益的最大

区别在于，是否能够享有司法救济，即是否具有可诉

性。权 利 具 有 可 诉 性，而 反 射 利 益 不 具 有 可 诉

性。〔9〕60
在术语使用上，也有称反射利益为“反射权”

者，但都认为“反射权不是权利，其因此而蒙受利益

者，不得以诉主张之，亦不得将此项反射权，让与于他

人”。〔10〕181
具体到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而言，

可以根 据 其 利 益 的 范 围 和 重 要 程 度，建 立 一 个 僧

众———信众( 居士) ———游客的利益层级序列。
对僧众来说，对寺院等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

既具有精神上的利益，还具有物质上的利益。前者意

味着加入僧团组织，追求共同修行的精神性利益，后

者意味着通过对宗教财产的使用保障僧众的基本生

活需求，令僧众在衣食无忧的情形下，专心修行，趋向

解脱。〔11〕186

对信众( 居士) 而言，意味着重要的精神性利益，

即通过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进行宗教交流，增

加宗教知识，增进宗教体验，激发宗教感悟等。
对游客而言，其利益也主要是精神性利益，但较

之于居士而言，其利益的重要性又次之，因为其利益

主要体现为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所带来的精神

愉悦。游客的精神利益比较复杂，对于有相同宗教信

仰的游客而言，其精神利益有可能接近于居士，具有

宗教交流和体验的意义，其所具有的宗教价值不容忽

视，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其精神利益主要是游览观赏

所产生的精神愉悦。信众和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

性使用利益，看起来类似于私法上的反射利益形态，

即由无偿性和无须许可性所构成的自由使用。但是，

笔者认为，信众和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自由使用

利益，一方面，并非属于反射利益，另一方面，也根本

不属于反射利益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
在利益的属性方面，其本身的重要性，即该利益

属于作为基本权利的宗教信仰自由位阶的利益，以及

该利益被侵害所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即侵害公民的

宗教信仰自由，有碍公民的人性尊严之维护与人格发

展之自由，决定了该利益不能归入反射利益的范畴。
在问题的属性方面，反射利益学说解决的是利益

提供者与利益享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着眼于排

除反射利益的享受者对反射利益的提供者提起诉讼

的问题，而在被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侵害信

众和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的情形，需要

解决的问题，不是利益提供者( 寺院) 和利益享受者

( 信众和游客) 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解决第三人( 被

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侵害利益享受者( 信

众和游客) 的自由使用的利益损害问题。
故在发生第三人 ( 被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

组织) 侵害信众和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

益时，不能适用反射利益理论①。
综上，僧众、信众和游客对寺院等宗教财产的目

的性使用利益，均涉及宗教性精神利益。在特定情况

下，如对僧众而言，该利益还具有生存保障的物质性

意义，其合法性和可权利化性之意义自不待言。因

此，尽管该利益在《侵权责任法》上没有明文规定，尚

处在无名化和非权利化的状态之中，但是，作为合法

利益，无疑具有迫切的权利化的必要性，有待司法机

关通过能动司法填补法律漏洞，赋予该利益以权利的

救济。
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 12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

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②规定，对游览参观

点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

员，以及与游览参观点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是

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或举行过入教仪式并持有

有效证件( 如佛道教在家信徒的居士证、皈依证等)

的同一宗教信教群众实行免受门票的待遇。该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僧众和信众的对宗教财产的目

的性使用利益，但是，由于该措施仅属于规章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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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寺院侵害信众和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

的性使用利益时，是否可以适用反射利益的理论? 该问题因涉及寺院

管理者对寺院财产的内部自治权和财产管理权问题，寺院管理者在制

定和规定寺院财产的使用规则时享有多大的形成空间，较为复杂，有

待专文进一步研究。
参见: 2005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与宗

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
( 发改价格〔2005〕2714 号) 。



对僧众和信众的保护力度尚不牢固，再加上该措施并

未保护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因此，笔

者认为，在法理上整体探讨对僧众、信众和游客使用

宗教财产的利益的保护，对实现宗教立法的真正科学

化和司法实践的有效能动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
( 二) 侵害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的救济途径

通过前述论证，明确了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利益

的合法性与可救济性，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为

如何救济的问题。在前述“慈云寺案”中，司法机关

对该利益保护所持的消极态度，凸显了该利益的多样

性、复杂性所带来的理论困惑，亟待法学理论为此提

供可能性路径选择。
笔者将根据僧众、信众和游客三个群体的利益内

容和意义，将对其救济的思考分为相应的三个部分。
1． 对侵害僧众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的

法律救济: 相邻权模式

对僧众而言，在设立风景名胜区，隔绝寺院与外

界的主要通行道路的情况下，僧众可以寻求相邻权的

救济。
在此情况下，僧众作为寺院等宗教财产的使用

者，与风景名胜区属于相毗邻关系，风景名胜区隔绝

或者阻断通往寺院的道路，无疑使寺院成为绝地。可

以依照《物权法》第 87 条的规定，由于地理条件的限

制，一方必须利用相邻一方所有或使用的土地，取得

通行权利，相邻一方应当提供①，要求相邻的风景名

胜区提供必要的通行便利。
通过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来保障僧众与外界交

往，按照其宗教用途使用宗教财产的合法利益。该救

济方式较为有力，而且现行法律上的依据更为坚实。
该救济方式主要是救济了对僧众的通行利益的保障。

2． 对侵害信众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的

法律救济: 依赖性使用权模式

笔者认为，尽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侵害信

众②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的法律救济，缺乏明确

的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学理论上，依赖性使用权理

论可以作为救济的依据。该权利学说的本质在于提

供了将信众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权利化的

途径。依赖性使用，是指使用人生活或权利行使均须

使用该公物，构成依赖关系。如居于死巷之居民对于

该巷的使用③。笔者认为，对信众而言，对宗教财产

的目的性使用具有重大的精神利益，通过设立风景名

胜区阻断或者隔绝通往寺院的通道，并将寺院提供的

自由使用，强行转换为付费的许可使用，此举对信众

的侵害，犹如死巷居民之通道被封死所产生的后果。

因此，对此种依赖性使用的保障，是每个信众自

由行使权利的前提，是一种直接关乎人的自主人格发

展与安全的宪法价值，〔12〕15 － 22
有助于保护和尊重信众

在内在的宗教信仰和外在的宗教信仰上的自由，特别

是外在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 对信仰的宣称、接受宗

教教育、参加仪式活动、传教、参与宗教集会或团体、
维护与信仰相关的空间等重大利益，堪称“衡量时的

砝码”。〔13〕43
故该利益在法律上应予保护，具有权利

化的必要性，可以称之为“依赖性利用权”或“法律上

值得保护的利用利益”。〔14〕244 － 263

3． 对侵害游客对宗教财产的目的性使用利益的

法律救济: 自由使用模式

目前，在我国，仅有少数寺院对游客入寺观览收

取门票费，大部分寺院对游客入寺观览并不收取门票

费。本文所针对的“慈云寺案”中，慈云寺并不对游

客收取门票费，故对普通游客提供的是对寺院等宗教

财产合目的性的自由使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使用人

因自由使用而享受的利益，属于一种反射利益，不是

严格意义的权利。该种利益个人不得在法律上主

张④。该学说为德国学者奥托·梅耶 ( Otto Mayer) 、
耶利内克( Jellinek) 以及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原田

尚彦等人所主张。〔15〕56
但是，新近的理论批判反射利

益说不能给予使用人以任何法律上的救济的缺陷，试

图以权利的视角，着眼于向使用人提供救济而建构一

种自由使用的权利理论。
依照日本学说，认为因自由使用为自由权，并将

之作为私权，可以对违法侵害行为提起诉讼。日本法

上有判例明确承认: “妨害此权利时，当然产生民法

上侵权行为之问题，若该妨害继续时，即有请求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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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9 ) 南民一终字第 193
号判决书。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判定某人是否属于信众，较为困难。在

“慈云寺案”中，以是否“持有云顶山慈云寺皈依证”为判断是否为佛

教居士的标准。笔者认为，信众与游客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价值在

于其所享有的精神利益的重要性程度不同，至于如何区分某人为信

众，还是游客，可由实践去判断究。
德国法上称之为“依存使用关系”( Der Anliegergebrauch) ，如

住在紧接着道路、桥边的人民，因道路桥梁的存在，产生交通上的严重

依赖关系，路旁的商店因道路的功用，使生意不致乏人问津。如果因

为行政主体拆桥及长期修路导致无法维持商业行为而生损害时，临路

人民可以请求补偿。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 1995 年

修订版，第 343 页。此种观点，对我国学界和立法实务界来说，都比较

陌生，恐怕难以在短时期内被我国所接纳。
行政法学者陈新民认为，所谓的反射利益，简单地说就是行

政机关由法规而产生的义务，不当然表示公民就拥有相对的权利，公

民只不过是因为行政义务的履行，获得反射利益，对于行政主体不履

行义务而给公民造成的损害，不能认为是侵权行为，只是反射不利益

而已，只能通过法律以外的途径解决，如政治途径或者其他社会途径，

使行政主体自觉地改进，或者由上级机关行使监督权予以纠正。参见

本文参考文献［9］第 60 页。



之权利，自不待言。”〔16〕70
该理论主要适用于对使用

人遭受非来自国家方面的第三人的侵害行为的救济，

适用民法上的人格权规范和侵权责任规范，显然比较

妥当。但在我国，尚无司法机关采纳此种观点作为判

决的依据。
笔者认为，普通游客的自由使用利益之所以值得

保护，一方面，在于其直接和间接意义重大。其直接

价值在于保护了普通游客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游览

观赏的精神利益的维护; 其间接价值在于通过游客的

游览观赏，教化人心，鼓励捐赠功德，保障僧众和寺院

的经济基础和生存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其所具有正

义校准功能。寺院向游客提供了对寺院等宗教财产

的自由使用，而作为第三人的风景名胜区却擅行隔断

或阻绝游客获取该自由使用的机会，并将该自由使用

强制转换为付费的许可使用，谋取经济利益。若无获

得救济的机会，任由第三人鱼肉游客，即难谓有公平

可言，亦有违寺院提供自由使用之本意!

进一步言之，在现行风景名胜区之既存现状下，

应当尊重游客之选择自由，若游客仅为对寺院抱有好

感之游览者，自应无偿地也无须许可地向游客提供接

近和进入寺院的通行便利。若游客也有意观览包括

寺院景点在内的整个风景名胜区景点，则风景名胜区

之门票费用亦不应包含对寺院的门票费用。若游客

仅有意观览除寺院以外之风景名胜区景点，风景名胜

区才有收取门票费用的权利。在设施的修筑上，必须

预留可以保证僧众、信众和游客无偿地自由地接近和

进出寺院的通行道路。

四、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通过以知名寺院为主要景点，隔

绝或阻断通往知名寺院的道路，设立风景名胜区，以

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既侵害

了僧众作为相邻关系主体所享有的 相 邻 权 ( 通 行

权) ，也侵害了信众和游客对寺院所提供的自由使用

宗教财产的合法利益 ( 依赖性使用利益和自由使用

利益) 。对此种侵权行为，应当纳入《侵权责任法》上

“侵害合法的民事利益”的侵权行为范畴，给予法律

救济。风景名胜区应当无条件地为包括僧众、信众和

游客在内的整个寺院宗教财产使用者群体，提供无偿

地、自由地接近和进出寺院的通行便利，以此保障寺

院等宗教财产使用者群体所享有的宗教性物质利益

( 僧众) 、宗教性精神利益( 僧众、信众) 和一般性精神

利益( 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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