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内容摘要 
 

宗教自由是指个人或一定团体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并由宪法确认为基本权利加

以保障。本文主要说明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国际标准、主要制度和界限、

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

的建议。为此，本文对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含义、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历史进程和

意义、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以及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的成

就和建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宗教自由不仅包括内在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包括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从其

内在逻辑结构上看，宗教自由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三个要素。宗教

自由的权利人，不仅包括个人，而且包括宗教团体；宗教自由的客体是宗教，当宗

教活动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时，就是合法的，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当宗教活

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就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宗教

自由的内容包括内在的宗教自由和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宗教自由的特点有：不受

侵犯性和易受侵犯性、无对价性、个人性和群体性、普遍性。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经过了曲折的历史进程。就世界范围看，各国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有三种类型：

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或信教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 

宗教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宗教是人类一种精神需求。宗教自由法律

保障的意义重大，表现在：宗教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有利

于提升公民道德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宗

教自由，有利于国际之间友好交往；宗教容易被否定。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宗教自

由的宪法保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

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等。 

联合国非常重视宗教自由的保护。《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

了宗教自由平等保护、界限以及国家保障宗教自由的义务等国际标准。此外，其它

专门公约也对宗教自由作了规定。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法

律保障的主要制度：一是政教分离制度；二是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限制制度。具体

有形式规范上的限制和实质手段上的限制（公共利益理由、比例原则）；三是宗教

团体的自治。表现在：宗教团体新成员的补充和教育、维护宗教团体的秩序、宗教

团体的经济自主等方面；四是尊重和保障宗教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包括国际人权公

约关于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政教分离制度下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

家义务。 

我国宗教自由的保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常重视宗教工

作。宗教自由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表现在：宗教立法获得重大进展、宗教

事务管理机构相继设立、公民的宗教宽容与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此外，港澳台地区

宗教法治建设的成就突出。同时，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针对这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为此，需要做到：树立正

确的宗教法治观；修改宪法第 36 条并完善宗教自由保护的法律；激活有关宗教自

由纠纷的司法；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依法打击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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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al guaranteeing to religious feeedom 
 

Abstract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refers to the basic right confirmed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njoy and guaranteed by constitution.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major systems and bounds, 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t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t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basic principles and major systems, an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our country in this respect.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cludes not only internal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s 
but also external freedom of behavior. As far as its inner logical structure is concerned,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clude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and content of the right. 
Owners of religious freedom include religious group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The object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s religion.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lawful and 
safeguarded by constitution and law whe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and 
law while they must be restricted by law and undertake relevant leg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running counter to the compulsory regulations laid down by la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s that it is either subject or not subject to 
violation and that it is of no equal value and that it is of individualism and  universality 
and is group-oriented.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has undergon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Viewed worldwid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for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 
helps to upgrade citizens’ morals and the ethics of the whole society .Ensur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does good to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and friendly 
assoc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ountries worldwid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and have formed a series of principles which 
are mainly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us freedom, equal guaranteeing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non-discrimination),state’s neutral principles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state’s lenience principles. 



 

 

The existence of religion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sis and it’s  man’s 
spiritual needs. Meanwhile religion is prone to negation. Ther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take seriously the guaranteeing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Some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such as The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of the World, The Convention of 
Citizens’ Political Rights ,etc. , lay dow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equal guaranteeing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bounds and national obligations to safeguard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Moreover other special conventions make som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issue. 

Recently,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and form a series of t guaranteeing systems 
gradually. The first 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religion; the second is the 
limited systems of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specifically, there a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orm regulations and the essential measures 
(public benefit reason, proportion principle).Third, the autonym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e autonym forms are, for example, the complement and education of new member, 
safeguard of the order of new members, safeguard of the order of th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economy on their own, etc; fourth, to respect and guarantee the 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duty of a nation, including national duty of respect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compac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and the duty under the 
separated system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Our country takes the work of religion seriously.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 in 
the law of the right of religious freedom is enormous. The religious legislation gets great 
progress; religious affair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set up in succession; the citizen’s 
religious qualities are generally strengthened i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olerance. In 
addition, the achievement of religious construction is outstanding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eas.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insufficiencies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to it that holds the right legal consciousness in 
religion, revise the contents of article 36th of constitution and improve the law that the 
right of religious freedom protect; Judicial settlement route to activate right dispute of 
religious freedom; Improve the constitution supervisory system of our country , etc.  

Key words: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ing;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s & religion; state’s obligation; unconstitution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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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宗教作为社会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

程，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今时代，虽然“科学”

业已成为社会的主导，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未消除，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

浪潮中 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个典型的世界性现象就是宗

教的复兴，宗教在道德、政治和法律的领域里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正因如此，美国

当代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把宗教与科学相提并论,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影响人类的两股

强大的力量”。
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宗教问题又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

第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不宽容和宗教歧视问题，在今日的社会尚未绝迹；第二，

少数极端组织和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大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及国内、区域、

国际社会安全和秩序，因宗教狂热而出现的恐怖行为更是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难

题；第三，有些国家在外交事务中，往往借宗教自由之名，批评别国的人权制度，甚

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第四，不少国家在处理国内宗教事务时，拒绝执行通

行的国际人权标准，出现了一些非法干涉宗教自由、侵犯人权的现象。
②
以上种种现

象，在我国虽不普遍但也部分存在，加之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尚不健全，在施行

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由于这些问题，使得我国在外交

领域，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有关人权和宗教方面的种种批评。
③
 

同时，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使宗教问题由国内问题发展到国际问

题，由思想问题延展到人权问题，这都对我国的宗教政策与宗教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④据国外有关传教机构的统计，截止 2000 年底，在全球 60.55 亿人口中，信仰宗教者

                                                        
① [英]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转引自曹念明：《两股文化力量的异同与互动》，《新华文摘》1994 年第

1 期。第 211 页。 
② 参见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17 章。 
③ 例如，1998 年 10 月 8 日，美国第 105 届国会正式通过《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美

国可以对自认为侵犯国际宗教自由的国家实施包括外交方式、经济制裁等 15 种措施，中国当然也是主要对象之

一。这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争议。张训谋:：《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评述》，载《中国宗教》1999 年第 3
期。 

④ 我国宗教的“全球意识”将会增强；我国宗教会进入一种全方位的多元发展之中: 其一，我国传统宗教的

“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出现教派分化倾向；宗教分布和发展形式将呈多元之状。我国各大宗教在新的国际国内环

境中均有明显发展，而且出现不均衡、无定式的多元态势；宗教信仰形式和活动形式也会出现多元分化；我国五

大宗教并存格局受到挑战，更多宗教将相继亮相；我国宗教会以更积极的姿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融入当代社

会。参见：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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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51.37 亿，约占总人口的 84.8%。①我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信教

公民达 1 亿多人，虽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信教人口占绝大多数相比，不信教人口并不

占绝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宗教问题就可以加以忽视。实际上，对于民族团结、

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而言，如何更好地保障宗教自由，在我国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

意义。2007 年 12 月 18 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正

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

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从这样的战

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②可见，加强对宗教自由的法律

保障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宗教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是保护宗教自由的必然要求。 

从国际社会而言，宗教自由成为法律问题并为人权法所一再关注，可以上溯到几

个世纪前的制宪运动。可以说，对宗教自由的保障构成了现代人权法的基础，也是人

权制度是否符合法律理念的基本标准。各国通过宪法来确认和保障宗教自由，这已成

为国际通例；国际人权公约也将宗教自由问题纳入其调整轨道，并注重通过正当的法

律手段来解决宗教问题。当然，宗教自由虽然有较为规范的国家人权标准，但各国国

情不同，自然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规定和做法。本文围绕“论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这

个论题，着重研究如下问题：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国际标准、主要制度和

界限；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通过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以期对于完善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对于我国法治建

设特别是宗教法治建设等提供借鉴。 

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包括： 

在理论层面，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弥补国内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理论上的不足，通过

解答什么是宗教自由、为什么宗教自由需要法律的保障、宗教自由的特点是什么、国

家在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中负有哪些义务、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怎样才能实现

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等理论问题，有助于构建我国的宗教自由的相对完整的法学理

论，同时可以促进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法律保障理论研究的深入。 

在实践层面，我国宗教自由虽然已经入宪，但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实践尚不充分，

甚至存在严重的不足。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比如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逻辑结构、特点、基本原则、国际标准和主要制度等。在总

                                                        
①《国际基督教传教公报》，2001 年第 1 期。转引自：郭田珍：《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国宗教立法的宪政审视》

（硕士论文）第 1 页，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中国宗教工作”时，胡锦涛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 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人民日报》2007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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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成就的同时，可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提出完善

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的建议。 

二、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的搜索（不包括专著），关于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直接或间接的研究成果主要

有：（1）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彭继红所著《论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对精神生活管理的

启示》（2005 年），该论文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个角度展开的；

（2）有关宗教自由的硕士论文有《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国宗教立法的宪政审视》等 5

篇。
①
（3）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7）中，涉及“宗教自由”的关键词有

3671 条之多，但大多数只与宗教自由有间接关系。（4）直接涉及宗教自由的关联的

论文，从规范的角度论述宗教自由的论文，有韩大元先生的《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

法价值》等，约有 36 篇；②从宗教自由政策角度撰写论文的，有潘盛之先生的《维护

宗教信仰自由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约计 63 篇；③从思想史、制度史考

察方面撰写的论文，有章牧《洛克宗教宽容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等 13 篇左右论文。

④ 

就教材而言，我国现有的宪法学代表性教材，都设有专节来讲宗教信仰自由。例

如：董和平等撰写的《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0 年出版）；许崇德、胡锦光主编的

《宪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杨海坤主编的《宪法学基本论》（中

国人事出版社 2002 年版）；焦洪昌主编的《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肖蔚云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张千帆著的《宪法学

导论——原理与运用》（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等，都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中

                                                        
① 包括郭田珍：《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国宗教立法的宪政审视》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廖瑞芳：《宗

教立法的法理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论宗教信仰自由》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3）；巫升海：《当

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5）；刘长跃：《印度宗教自由研究—以宪法为中心》华

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等，见全国硕博论文数据库。 
② 韩大元：《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法学》2006 年第 1 期；刘作翔：《从“头巾法案”等看政

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5 期；郭延军：《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

则》，《法学》2005 年第 5 期；周静：《试论宗教自由的规范构造——以联合国和我国相关文件为背景的分析》，

《法律科学》2005 年第 5 期；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南京大家法律评论》1999 年春季号；

蔡田：《我国公民宗教信仰权之我见》，《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刘澎：《美国的政教关系》，《美

国研究》2001 年第 3 期；蔡高强：《论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我国的宗教立法》，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年第 1 期，等。 
③ 潘盛之：《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论坛》1993 年第 2 期；《尊重宗教

信仰自由 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中国宗教》2000 年第 5 期；吴飞：《从宗教冲突到宗教自由——美国宗教自由

政策的诞生过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等。 
④ 章牧：《洛克宗教宽容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学海》1993 年第 4 期 ；陈始发：《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

宗教宽容》，《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徐以骅：《关于美国宗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年第 6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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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专节讲述“宗教信仰自由”。 

就与宗教自由保护相关的著作而言，①
 有我国台湾学者荆知仁的《美国宪法与宪

政》，着重介绍了美国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与司法实践，围绕美国宪法第 1 修正案关

于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规定，阐述了美国联邦 高法院有关宗教自由的大量案例，

提炼了这一领域的主要裁决原则。大陆学者赵匡为所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华

文出版社 1999 版），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宗教自由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是

对宗教自由的内涵、外延作了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明确这一权利所具有的内在特质，

有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的研究；二是就宗教自由的制度发展与思想脉络进

行了较好的梳理，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制度史和思想史资料；三是强调了宗教

自由在人权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宗教自由对于社会而言的积极意义；四是通过

国际人权标准的考察，着重分析了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宗教自由的标准，有利于在比较

法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的宗教自由制度进行重塑和改造；五是注意到了中国现行宗

教政策和宗教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尝试应用相关理论加以解决。 

但也毋庸讳言的是，国内有关宗教自由的研究，总的说来还较为薄弱，存在着许

多问题。主要者有：（1）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是宗教自

由的政策研究，研究成果 多的就集中在对我国关于宗教自由政策的解释方面。直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法学角度研究宗教自由的成果才开始出现，但总的来说数

量仍显不足；二是研究问题不够深入。目前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宗教自由的含义、宪

法根据、必要限制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开启了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研究的先河，引

起了学术界对宗教自由法律保障问题的注意，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的

基础。然而总的看来，法学界对宗教自由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我国 1982 宪

法第 36 条的框架下进行的，没有突破 1982 宪法第 36 条的规定，这就使得相关研究

难免带有“注释法学”的痕迹；三是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如对

                                                        
① 我们所看到的有：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 1993 年版；许育典：《宗教自由与宗教立法》，

元照出版公司 2005 年版；陆润康著：《美国联邦宪法论》，书海出版社 2003 年版；[美]莱尔·T·阿尔弗森等著：

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

社 2002 年版；许冠三：《论宗教自由》，文光书局 1958 年版民国 47 年 4 月版；[英]洛克 1982：《论宗教宽容—

—致友人的一封信》，吴云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有关英文方面有：Alley,Robert S.ed.1985:James on Religious Liberty,Buffalo,New York:Prometheus Book；
Evans,Carolyn 2001:Freedom of Religion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atrick, John J.& Gerald P. Long 1999: Constitutional Debates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Greenwood Press；Stahnke, Tad & J. Paul Martin et al eds.1998: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Basic Documents, New York: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Columbia University；Tahzib,Bahiyyih 
G.1996: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Ensuring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tection,The Hague/Boston 
/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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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宗教自由为什么一定要由宪法和法律等来保障、国家在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中究竟应

当承担哪些义务、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是什么、宗教自由保障的违宪审查和司法

诉讼等还不够深入，学界很少涉及。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与国外的相关著作，则比较全面论述了宗教自由的基本

理论及保障措施，值得我们借鉴。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把握法学有关宗教自由原理

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的实际，借鉴国际和国外关于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研究成果，总

结出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国际标准以及主要制度，并对目前中国的宗教自

由法治保障的成就进行总结，进而针对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不足，提出完善

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 

本文主要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系统分析、

规范分析、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并尽可能运用第一手

资料。在具体研究路径上，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紧围绕我国的宗教自由保护实

际内容，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 

文章除导言和结论之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宗教自由概述，包括：什么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逻辑结构、宗教自

由法律保障的意义等。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辨析，特别明确了为什么本文以“宗教自由”

而不是以“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主题论述的缘由，分析了宗教自由在主体、客体及相

关内容上的表现，提炼了宗教自由的法律特点，从而为此后论文的研究作了前提的铺

垫。 

第二章，宗教自由的法律化进程。该章分别以西方、中国及国际人权公约为主线，

展示了宗教自由在法律上被确立、被推崇的基本过程。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宗教

自由的保障实乃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而国际社会在人权公约层面对之所作的相关规

定，更是成为各个国家确定保障宗教自由方面的基本标准与法律准则。 

第三章，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主要原则。本章以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原则、

国家中立原则以及宗教宽容原则等四项内容，全面阐述了在宗教自由法律保障方面国

家法律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既突出了个人宗教自由的绝对性，又涉及到国家对宗教

自由所应持的基本立场。 

第四章，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主要包括政教分离制度和宗教团体自治

制度等。尤其是政教分离制度，构成了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主干，这一制度的确立，对

于保证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各自独立又彼此合作，奠定了有力的制度基础。同时，宗教

团体拥有自治权限，它们在宗教事务上的管辖权不容国家法律介入或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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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适当限制，包括形式规范上的宪法保留和法律保留、

实质手段上的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的限制等。本章的目的，在于承认宗教自由不是绝

对的自由，尤其是宗教自由方面的行为自由，历来也是法律关注的对象。但是，国家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不是绝对的、任意的，它应受着宪法保留等原则的“反限制”。 

第六章，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本章对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治建设所取得的

成就进行了客观的总结，认为国家业已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层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就，但是，由于观念的影响及法制基础的薄弱，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宗教自由的

法律保障。尤其对于宪法第 36 条，论文提出了修改性建议，以供国家立法机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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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自由概述 

一、宗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一）关于宗教的一般理解 

要研究宗教自由，首先就必须涉及“宗教”是什么这一前提性问题。宗教虽然在

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影响深广，但要给宗教下定义却并非易事。①长期以来，人们

对“宗教是什么”的问题，给出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答案

能够获得中外学者的一致公认。 
从词源上看，“宗教”一词在英语中是 Religion，源于拉丁文的 Religio。据学者

论述，Religio 一词在拉丁文中又有以下三层意义：第一是指在敬神行为上的“集中”

和“注意”；第二是指在敬神行为上的严肃认真；第三是指人神之间的重新结合和联

盟。由此可见，西文的“宗教”在语源上是指人与神的关系，是人敬畏神灵或献祭仪

礼中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希伯来文用 dat 来表达宗教。原意为“命令”和“律法”，

表达出古犹太民族对神之意志的敬畏与理解。阿拉伯语中的“宗教” 初是用阿拉伯

文的 din 表示，其意义为“礼仪”、“习惯”、“权力”、“法庭”，后来伊斯兰教兴起，

宗教的含义转为“顺服者”，原意为“顺从”，这表达出阿拉伯民族完全服从神意的虔

诚心态。在南亚的印度，“宗教”一词 初是用梵文 dhdarma 来表示，部派佛教中用

了巴利文 dhdarma，音译为“达磨”或“达摩”，意译则为“法”。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汉语把 dhdarma 译成“佛法”、“心法”或“一切法”，此正

表达出 dhdarma 超越一切的神圣力量。在汉语里， 早出现“宗教”一词是在佛教的

《景德传灯录》里，其中说：“佛灭度后，委付迦叶，展转相承一人者，此亦其论当

代为宗教主，如土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教也。”可见，“宗”与“教”的联用出现得

较晚，而“宗”与“教”在 早的语源上，已有了现今宗教的大部分内容。“宗”的

意义，一是指祖庙，如《书·大禹》云：“受命于神宗”；二是指祖先，如“若不获命，

                                                        
① 吕大吉先生认为：为像宗教那样的复杂而又庞大的对象下定义，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古今中外宗教种

类繁多，情况千差万别，即使是一个专业学者穷毕生之力也难窥其全貌，更难升堂入奥，曲尽其妙。如果执意要

对宗教下个断然的判断，说它是什么，难免会闹出瞎子摸象似的笑话。科学的宗教定义必须揭示一切宗教必然具

有的本质规定性，使之适用于一切宗教。但学者越是对古往今来的各种宗教有广泛的了解，就越是感到难以做到

这一点。无论我们从那一方面来确定宗教的本质和涵义，似乎都可以找到例外的情形。特别是近百余年来，随着

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宗教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应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宗教，他们笔下的宗教定义

展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多样性。见吕大吉：《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世界宗教研

究》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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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嗣宗职”（《左传》）；三是指宗族，“荒坠厥绪，覆宗绝祀”（《书·五子之歌》），

还有诸如“归向”、“朝见”、“尊敬”、“主旨”、“派别”等意义。“教”的意义一是指

“教化”、“政教”之意，如《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二是指“传授”、

“说教”、“命令”、“指使”、“学说”、“理论”之意；三是用来表达人们对神道的信仰，

《易经·易传》中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的说法。可见，“宗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就有对祖先、神灵及神圣等的礼敬之

意。  

     综上所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东亚还是西亚，对于“宗教”的使用都有共

同之处，那就是人对于神灵及其律法的敬畏与崇拜。 

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1823-1900）曾经说：“各个宗教

的定义从其出现不久，立刻会激起另一个断然否定它的定义。看来，世界上有多少宗

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①有的学者把宗教理解为以神（或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

为中心的信仰系统，认为宗教乃是人对超然力量的讨好并祈求和解的一种手段。②有

的学者把个人的宗教体验视为宗教中 核心和 根本的因素，认为宗教是“个人在他

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他所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

验”。③还有的学者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终极关怀，认为“宗教是一种执着的终极关怀状

态，它是人的其他关怀的前提并蕴含着人的生命意义的答案。”④  

和上述西方学者对宗教的定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运用于宗教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关于宗教本质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对宗教充满了

同情，
⑤
他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

议”，进而将宗教看成“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

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⑥
马克思还说道：“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甚至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当“谬

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辩护已经驳倒，他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当然，鉴于

宗教在麻痹人的斗志、提供虚幻假象方面的消极意义，马克思也指出“宗教是人民的

                                                        
① [德]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972 年印度重印版第 21 页。转引自吕大吉：《宗教是什么？

——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1 页。 
② [英]詹姆士·弗雷泽：《金枝》，（上卷），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版，第 77 页。 
③ [美]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唐钺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8 页。 
④ [美]保罗·蒂利希：《基督教与世界宗教的遭遇》，转引自单纯《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67 页。 
⑤ 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穷人的利益，怎么会将宗教——这种敷在穷人伤口上的止痛剂拿去，在上面撒上一

把盐呢？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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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①
这段论述被人们简称为“鸦片论”，对后世影响颇深，但并不是马克思宗教

观的全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问题也进行过深刻的论述。恩格斯说：

“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

唯物主义，是主张世界的物质性、不承认任何神祗存在的。1980 年代中期后，我国

学者逐渐扬弃了马克思的“鸦片论”，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

教的定义。这一定义又被简称为“反映论”。 

任继愈、卓新平、吕大吉等中国学者，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现代西方学者

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对于宗教的定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认为：宗教

（Religion）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

象。其特点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信仰者

相信这种神秘力量超越一切并统摄万物，拥有绝对权威，主宰着自然和社会的进程，

决定着人的命运及祸福，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境界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并由

此引申出与之相关的信仰认知和礼仪活动。宗教从本质上反映了人在面临支配自身的

异己力量时对其自然存在之有限性的体认和寻求超越自我的努力，因而体现出强烈的

主体意识，表现为人对其自我主体以及对这一主体与外在客体关系的沉思。宗教的现

象及观念世界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参与并探讨着人生的发展及其意义，其信仰理

论体系和社会群体组织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在这一定义中，

既指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那就是对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对自身命运的不可知，又提出

了宗教是一种思想意识，表明了人的主体性。 

吕大吉认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

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

化体系。”④吕大吉先生的这一定义，可以解释为“宗教的四要素说”，即宗教观念、

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这四种要素又可以进一步归类为两种因素，即宗教

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外在因素包括宗教行为

和宗教体制。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的综合与统一，便构成了完

整意义上的宗教。⑤吕大吉先生的定义较好地揭示了宗教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比较全

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也是本文所予以采纳的宗教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2 页。 
② 《马克思格恩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66 页。 
③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绪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④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 页。 
⑤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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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信仰的定位 

所谓宗教信仰，指的是对具有超自然的或超人格性质的存在（如造物主、绝对者、

至高的存在，其中尤其是神、佛、先灵）的确信、敬畏或崇拜的心情和行为。①宗教

信仰是一种实践、一种行为。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于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

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表现和贯穿于特定的宗教仪式和

宗教活动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言行。宗教信仰包括各种宗教形

式，它以其灵性吸引力而影响、把握或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 

从宗教信仰本身的字义而言，它仅指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某个

教派的依从或对某个人格神的皈依。如果说思想是自由的，那么信仰也必然是自由的。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宗教信仰往往又是以排他型的方式存在，信仰某种宗教的

人，对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往往以“异教徒”待之，加以歧视、限制甚至予以讨伐。正

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霍尔巴赫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概念是以教义、习惯和神的启示为

依据的，而教义、习惯、启示总是互不相同，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何况

人人都相信自己，总认为自己的认识 正确──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幸福 有利。因

此，使用强制手段对付宗教——人们认为对自己 可贵的事物，阻止他们履行宗教仪

式，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使他们遭灾受难。他们的自尊心和宗教狂热就会因此会炽

烈起来。他们就会不顾一切挺身保卫自己的信仰，用信仰上的顽强精神去建立功勋。”

②正是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不宽容，才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宗教冲突甚至宗

教战争。 

就一国范围内而言，也常常建立相关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大致说来，

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政教合一型国家，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高度统一，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国家首

脑。在这种模式下的宗教又多是“特定的某一种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其余的宗教是

没有同样的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如梵蒂冈、伊朗、沙特等国家就是这种模式。③可见，

这种体制下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指的就是对特定宗教的信仰。 

2.在政教分离型国家，国家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既不歧视、禁止一切宗教，也

不给予某些宗教以特权或财政补助。在这种模式下的宗教信仰往往就呈多元化的方式

发展，在宗教宽容的氛围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可以信仰的宗教。正如国外学

者福尔泰利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

                                                        
①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5 页。 
② [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252 页。 
③ 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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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则意味着和平与自由。”①政教分离的制度有利于促成信仰不同

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形成价值多元的和平环境。 

3.在国教型国家，“国家以某一宗教或教派为正统信仰，其政治、社会地位高于

其他宗教或教派”。②与政教合一型国家不同的是，国教型的国家宗教领袖与国家元首

是分离的，只是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各种特权地位。这样一种模式下的宗

教信仰，与政教合一型国家一样，非国教的宗教或教派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在

政治上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4.在国家控制宗教型国家，宗教信仰往往与政府的行政管理相联系，宗教组织与

宗教事务必须接受国家的政治指导。可见，在这种类型的国家，宗教信仰虽然允许，

但它必须与这些国家所倡导、主张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否则即不可能有正当生存与发

展的机会。 

综上所述，宗教信仰虽然体现为人们一种内在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表现，但也与国

家政策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宗教信仰是否自由，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人权

保障的标尺。 

（三）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1.宗教有助于化解科学一元化的困境，使人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 

人类的社会生活处于两大系统之中，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一般来说，科学以

“求真”为要务，以物质世界为对象；而宗教、道德等则以达致人类更高的“善”与

“美”为追求，以精神世界为对象。宗教自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一切科

学无能为力，或人类理性难以插足之域，求助于想象是人类思维的惯性。不仅如此，

人类认识的阶段性、科学探索的过程性和局限性，也为想象和信仰留出了宽敞的空间。

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生活于世界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滋养人类心灵的阳光，

并且信仰一旦形成便难以被强制消除或加以替代。历史上不乏因侵犯和压制宗教自由

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中世纪教会对不同信仰的压制和迫害引发了多次宗教冲突或

战争，国家也因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教派而卷入其中，这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

动荡和灾难；近代美国的形成也与当年美国殖民者中的大多数人因不满意英国政府对

异端的压制而被迫远渡重洋存在密切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在科技昌明的时代，人们实无必要再求助于宗教，以获得心灵的慰

藉与感情的寄托。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容否认，今日社会的确是科技发达，各式

各样的发明不断地被推陈出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迄今依然

                                                        
① 转引自[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4 页。 
② 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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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无法以科学方法验证的问题，其中尤以关于人的生死以及福祸等问题为 ，

这些是人类想知道而无法知道的事。面对这种种的无奈与无助，富含博大精深人生哲

理的宗教，就成为心灵空虚者、需要心灵寄托者，或对此领域有浓厚兴趣者可以借助

的选择，因此，信仰宗教自古以来便是解决人类社会种种疑问的重要依据和选择。特

别是在当今时代，一方面社会的物质条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人们不仅能够满足吃穿

住行的基本需要，并且越来越趋向于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

并未给人类精神的满足带来太多的助益，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更是倍感空虚。这

看似矛盾的现实，却也真正展示了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所可能存在的冲突。 

著名宗教学家莫尔特曼对此就有非常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一切

事物及服务的全球市场化在今天远甚于纯粹的经济行为。它已成为人类生活无所不包

的律令。我们都是顾客与消费者，而不论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是什么。市场已成为生活

哲学与世界宗教，而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无所不在的市场化在

各个层面给社群带来了破坏。因为人仅仅以其市场价值而被加以衡量，他们仅仅因其

能对市场提供什么以及能买得起什么而被赋予价值。”
①
的确如此，当以“科学”作为

社会生活的唯一形式，那么一切将被量化，一切都转换成市场价值来加以交换。这显

然不是人类社会的正当追求。我们在很多时候的确需要科学，需要根据科学的手段来

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但是，人更是个精神的存在。如果没有对理想价值的探寻，那

么人类社会将会和动物世界没有任何分别。 

宗教恰恰在这个层面提供了人们于科学之外寻找人文价值的需要。正如学者所指

出的那样，人的尊严与善相联系，而人权与正当相关联：“每一种宗教、哲学和道德

学说，每一种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其独特的关于善的观念，因而也有其独特的

关于人的尊严的理解。在伊斯兰教中，人的尊严与神的意志相关，只要你按照真主的

要求生活，你就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就获得了尊严。这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很

相似。而在儒家文化中，人的尊严来自人自身的德性，一个中国人，假如能够按照孔

夫子的‘仁’的教诲，在修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中成为有德之人，就体现了人的尊严。” 
②可见，在宗教生活中，人们因为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行为的自律，成就了其作为有

价值、有尊严的生命主体的形象。 

2.宗教满足了人的生活必需，具有良好的心理调节功能 

人们之所以选择信仰宗教，是因为宗教具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积极功能。对于个体

                                                        
① [法]莫尔特曼：“个人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自由与社群”，刘国鹏译，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 6

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5 页。 
② 许纪霖：“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载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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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来讲，宗教信仰具有自我调适的作用和功能。信教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陷于迷惘

或遭遇不幸时，往往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启迪进行自我调适，使心灵得到安慰或解脱。

在关于宗教起源或功能的各种解释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宗教是基

于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产生的，宗教与人类的幸福追求、道德约束、终极关怀密切

相关。例如，宗教可能是人对于理解自然现象及其生活经验的需求，可能是人在情感

上对于解释和适应神秘与灾难并进而获得内心平静的需求，可能是个人归属于某一群

体以排遣孤独感的需求等。宗教正是出于对我究自何而来、我究为何而生、我究向何

而去等人生问题的执着追索，而使其既显神秘，又充满魅力。总而言之，由于这些基

本需求，宗教对于个人的整体生活而言，其意义非常重要：若非涉及了某种根本价值

的确信，便是蕴含了某种强烈感情，这些都使得与宗教相关的自我决定全面深入地影

响着个体生活中的其他自我决定。 

实际上，宗教自由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普遍保护的一种人权，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

的保障，正是因为它需要人性的契合，表达了一种使人向善的目的。正是在宗教的目

的是要造福人类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曾先后这样表述宗教：“一个人领悟到了人类

欲望的空虚，就会去追求自然界和思维世界中展现出来的崇高庄严和奇妙秩序”；“个

体的存在方式犹如牢笼一般，因此他渴望将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

无疑，如往常一样，这里必须要有对统一性的醉人体验。因此，爱因斯坦接着说：“我

坚持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从事科学研究 强烈、 高贵的动机。……有位当代人正

确地说过，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①可见，宗教既是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所必需，也是推动人们更好地改造世

界的精神动力。爱因斯坦所没有明言的就是，正是他那样一种悲天悯人的崇高宗教情

感，因而促使他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物质世界，成为 20 世纪人类思想史上的巨人。 

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作用，往往是通过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来实现。宗教发挥

作用离不开其心理调节功能，宗教正是通过心理调节功能来发挥其功能，从而满足人

类的精神需求的。对此，陈麟书教授、戴康生教授
②
等有比较完备的论述。在他们看

来，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人的心理稳定与平衡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

件之一。但人类生活在诺大一个时刻变化、运动着的世界上，其生存到处充满着危机

与不确定性。在这些危机和不确定性面前，我们常常软弱无力，甚至在由人类组成的

社会中，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如此，生

                                                        
① [美]霍尔顿：《爱因斯坦的第三乐园》，《科学文化评论》第 1 卷 第 4 期（2004）。霍尔顿是美国哈佛大学

科学史兼物理学教授，转引自：http://sci-cul.ihns.ac.cn/review/1-4/1-4-22.pdf。 
② 陈麟书：《宗教学原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0～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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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水平发达的今天亦复如是。海啸、地震、癌症、爱滋病等天灾人祸无时不在威胁

着人类的生存。在这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人们时时被惊扰，加上现代社

会的快速运转和高度竞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使人们的心理更为高度紧张。而宗教

作为一种心理调适机制，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中，始终执行着它的心理调适功能。 

那么，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如何得以实现呢？（1）宗教可以为人们提供安全感

和某种安慰，使其消除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惧。比如，宗教可以消除人死亡的恐惧，给

人临终关怀，有许多虔诚的信仰者视死如归，把死亡就看的非常平淡；（2）宗教可以

满足人们对爱的渴望。现代社会在享有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失去了以往密切的人际关

系和温暖的人情，普遍感到活的孤独和疲惫等。讲求博爱、慈悲、奉献等的宗教可以

为人们弥补这一需要。（3）宗教可以消除人们的愤懑与怨气，从精神上来弥补由于社

会的不公所给人们带来的苦痛。宗教可以通过对一些事情的宗教解释，如提倡宽容与

忍让、宽恕以及因果报应等，帮助人化解胸中的壁垒，消除其愤懑和怨气，使受伤害

的心灵得以舒缓。（4）宗教也可以通过使人的精神超越于现实，帮助人们暂时摆脱现

世与人生的各种烦恼。宗教往往是超越现实与自我的。它能够淡化人对现实的关注，

打开人心中的死结，逐渐通过超脱求得解脱。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宗教的这种心理调适功能也会引起生理上的良好调节

作用。一个经常受到精神折磨、心情苦闷的人，其生理上的免疫功能就会下降，甚至

下降一半。这样的人寿命短，得病率高，死亡率也高；相反，一个人心情愉快，心胸

开朗，其生理上的免疫功能就会提高，有益于身体健康。在宗教社会功能这个问题上，

以往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每种观点都不排斥宗教对人的心理调适功能，尽管他们

的表述不一定相同。例如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对其也仍然可以作出正

面的理解：第一，它意味着宗教使人超脱现实，在人们的意识中创造出幻想的世界；

第二，它表明宗教使人得到寄托于空想的自我安慰。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这段论述

的含义时，只注重了其批判性，而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宗教对人的心理调适

功能。 

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确实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本来有病理现象的人也会因

相信神灵治病的虔诚而使体内免疫功能得到提高，并由此减轻、甚至消除原来的病痛。

但是，这种信仰治疗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如果不能把握好度，过分痴迷，可能使

人丧失生活的热情和勇气，延误正常的药物治疗，耽误了治疗的 佳时机。 

综上所述，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尽管从其功能上来说也有麻醉人民，阻碍社会进步

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有助于个体调节心理、消除苦闷，有助于社会保持稳定，

不仅为个体所必需，也为社会所必要。宗教的存在理由和价值，既体现在社会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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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矛盾中，也体现在人本身的需求中。 

3.宗教有利于人格完善，促成社会整体的人性提升 

宗教也具有心灵净化、教育人们，提升人的道德和责任感的功能。因此，有人说：

道德建立于宗教之上。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而一旦失范，则往往一

溃千里。在一定意义上，此言表明宗教对于提升公民道德和社会的整体道德有重要作

用。①而人格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和精神的完善，很难想象一个仅仅具有物质财富、而

缺少道德精神的人具有健全的人格。就物质财富和道德精神的作用对于人格来说，道

德精神对于健全的人格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宗教意识领域中，佛、上帝、真主是

真善美的化身，宗教的象征物是神圣的，未来世界是美好的，宗教环境是洁净的，置

身其中，人们往往会获得一种心灵圣洁的美感，使人在精神上获得升华，起到无法替

代的教育效果。 

宗教信仰不仅使人有所敬畏，而且宗教信仰所提倡的克制私欲和贪心，也有助于

淡化某些人只追求金钱而忽视道德的不良倾向；宗教的自责、自督、自尊的戒律，提

倡慈悲、怜悯、博爱，更是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降低犯罪率；宗教主张物我一体，

普敬一切动植物，有助于创造和谐优美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宗教的利他主义、无我精

神，有助于使人们树立理性意识，从善去恶，提高道德修养、遵纪守法的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
②
孟德斯鸠指出：“君主信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

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

这匹怒马勒住了”。
③
可以想像，如果一个君主没有任何宗教情感，缺乏悲天悯人的

心肠，那他必然是嗜血成性，草菅人命的暴君。自然，对君主的这种论述也可广延于

社会上的一般人，我们日常强调的宽容、人道，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教义所极力提倡的

内容。 

关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意义，我国佛教界人士也多有阐述。1989 年 1

月，赵朴初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 5 届大会上指出：“佛教所提倡的

慈悲、平等的精神，对于提高人类道德的情操、促进人类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

                                                        
① 此言不虚，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十年内乱”中，宗教徒极少参与打砸抢，有些

教徒坚持奉行“不可作伪证陷害人”的宗教戒律，宁愿自己受折磨也不诬陷他人。新疆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塔克

自治县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大案，小偷小摸也很少发生。监狱里空无一人，看守人

员只得临时改行。路不拾遗，拾金不昧，蔚然成风。当地人认为这与穆斯林教规的约束有关。 

② 这有说不完的事例，仅举二例。如我国著名高僧净严法师，在我国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

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参见樊化江著：《大象无形——宗教工作随笔》，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0～240 页。

再比如吴经雄在 1949 年放弃安静而优越的工作环境，从欧洲回国，接受孙科让他当司法部长的职位，当时，他

“的许多朋友不理解，有个对话：他们说， 你为什么这么盲目地— ” “头扎进去，引火上身呢？ 我回答说： 你们不

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只要我行得正，就不怕引火上身吗?如果人人都在政府危急的时候退缩，那只会加速它的

垮台。”参见吴经熊著：《超越东西方》，周伟弛译、雷立柏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9 页。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3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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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①
释惟贤在《佛教道德的普遍意义》②一文中指出：（1）宗教信仰提倡抑制私

欲和贪心，可以淡化人们一味追求物质钱财而忽视道德的不良倾向；（2）宗教自督（自

律）、自责、自尊的戒律和对仁慈、悲悯的提倡，有助于减少社会犯罪率和促成社会

的稳定；（3）宗教关于物我一体的主张，对动植物的普遍尊重和爱护，有助于人、社

会与自然和谐关系和优美环境的形成；（4）宗教的利他主义，无我精神，有助于人们

崇尚德性，去恶从善，提高道德修养，及社会的融洽祥和。可见，没有宗教信仰，人

间社会将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你争我斗的人间地狱。 

宗教信仰对于完善人的道德人格，提升社会的整体人性方面，有着许多突出的例

子。梁漱溟先生在《以道德代宗教》文中曾经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西北如

甘肃等地方，回民与汉民杂处，其风纪秩序显然两样。回民都没有吸鸦片的，生活上

且有许多良好习惯。汉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吸鸦片，就懒惰，就贫困，许

多缺点因之而来。其故，就以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

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教条及教会组织，就在任听自便之中，而

许多人堕落了。
③
可见，有没有宗教信仰，受不受宗教戒律的约束，对于一个社会的

风气而言，实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就西方基督新教国家而言，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国际透明组织每

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 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几乎

都是西方基督新教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

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而不是企图得到

的好处。该国已有 30 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 1918 年以后只有 4名高官因腐败而

辞职， 近一次是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
④
即使是新加坡，有学者也认为关键因素还

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新加坡核心的东西是与西方接轨的。
⑤
澳大利亚的文明史也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于 1788 年开辟后，长期成为英国的罪犯

流放地。这些人的素质和修养普遍低下，他们在英国被宣判为有罪后，就被军队押送

到澳大利亚。许多人来到殖民地以后继续违法犯罪，殖民政府虽然一再加强保安队力

量，甚至动用殖民军维持秩序，都没有收到恒久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保安队司令和军

                                                        
① 释惟贤：《代序：佛教道德的普遍意义》，转引自《佛教道德经典》，蒲正信注，巴蜀书社 2005 年第 2 版，

第 2 页。 
② 释惟贤：《代序：佛教道德的普遍意义》，转引自《佛教道德经典》，蒲正信注，巴蜀书社 2005 年第 2 版，

第 2 页。 
③ 梁漱溟著：《以道德代宗教》，载单纯、张合运主编：《中国精神（1）——百年回声》，海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9～250 页。 

④《好的宗教信仰的价值》一文的第 49 节《好的宗教能抑制人欲 提高道德水准》。

http://blog.163.com/wh3326158@126/blog/static/16554679200782310644631/。 
⑤ 郭宇宽：《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南风窗》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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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专权，使得政治更加腐败、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人口和经济增长迟缓，甚至连粮

食都迟迟不能自给。这种局面直到 1810 年麦夸里就任澳大利亚总督后，才得以改观。

麦夸里大力扶助基督教，从英国引进神职人员，由政府出资培养牧师，结果澳大利亚

在麦夸里任职的十一年时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社会风气和秩序迅速好转，结婚

的人大大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麦夸里政府吏治廉洁清明，整个澳大利亚殖民

地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麦夸里也因此而被公认为“澳大利亚之父”。可见，宗

教对道德水准的提升与社会和平发展的巨大作用。
①
 

2002 年小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说道：“我国许多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

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美国的同情心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

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

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人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

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

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

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

魂的国度，美国有 95%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人民是有神论者并奉

守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信仰上帝对美国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信仰自由不应被惧怕，

应当被欢迎。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宗教带来了文明，

也形成了自发的对人的尊重。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华人清洁工到美国人家庭做清洁，

主人对清洁工说：“我能抽烟吗？”清洁工说：“这是你的家，你怎么还问我？”可

以说，人处处受到尊重，正是美国文化 吸引人的地方！
②
当今美国，教堂已经成为

对公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节假日上教堂做礼拜则成为许多公民净化心灵

的自觉选择。
③ 

此外，宗教的道德教化还表现为对特殊群体的工作上。在监狱、无家可归者中心、

戒毒所、艾滋病救助医院，以及遍及全球的美军基地中，都有牧师和传教士工作的身

影。人们在教堂里平等的听布道；把忏悔意识深深地注入自己的血液里；净化他们的

灵魂，使他们敬畏生命、热爱生命；懂得感激和呵护，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

                                                        
① http://blog.163.com/wh3326158@126/blog/static/16554679200782310644631/。 
② 参见：http://blog.163.com/wh3326158@126/blog/static/16554679200782310644631/。 
③ 当然，宗教的道德教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教会、没有牧师，美国社会的情况只能更糟。美国从 1960

年代开始， 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的一连串判决，偏向了无神论：1962 年公立学校祷告被禁止。1979 年不准对幼

稚园的学生说圣诞节是谁的生日。1980 年墙上不准挂“十诫”。于是，犯罪巨增，怪异迭出，人心不古，回天无力。

1960 年至今，美国人口增加了 40%，暴力案件增加了 560%、私生子增加了 419%，而中学标准测试(SAT)的成绩

下降了 80%。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主流宗教开始反弹，公立学校可由学生主导下举办宗教活动。“9.11”后，美

国人对社会组织、政治机构、权威机构和宗教机构的信任大为回升；美国的犯罪率（譬如在纽约）骤降；家庭亲

属关系或社会关系得到加强。 http://blog.163.com/wh3326158@126/blog/static/1655467920078231064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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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善待自然和弱势生命……。一句话，不是法律能净化人们的心灵，而是宗教才能陶

冶人的情操。 

华盛顿曾经说过，没有宗教，道德是很难确立起来的。而没有道德，就无法建立

起一个安定的社会，更谈不上和谐的社会了。可见，宗教对于提升道德与完善人格的

重要意义。许多信教者不仅遵纪守法，而且谦让，克制，宽容，举止适当，富有爱心，

乐于助人，多以奉献社会为其价值追求。 

4.宗教有利于形成社会协作的纽带，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宗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深刻矛盾之中，是人类社会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一种客观

现象。作为一种经久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宗教大都主张仁爱、慈善、和平，它不仅在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还广泛影响着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和民族生活

的各个方面，甚至还必将影响到人类社会的非常遥远的未来。宗教产生于人们对制约

着他们活动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不理解，是在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所进行

的自我排解。正如我国学者牟钟鉴所说：“它浓缩着社会的苦难，又寄托着人生的希

望。”
①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和哲学、文学、艺术一样，它的产生、

发展的原因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不会跑到天国世界和虚无缥缈的仙境里。宗教

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并在这种必然中体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周恩来曾经说

过：“思想变化的过程是 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

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
②
著名

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指出：“人类文明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以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

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源于宗教。我们知道，非

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统一，却都有赖于一个大宗教。并指

出，为了维持社会，发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
③
这些都说明了宗教的普遍影响

和长远性，同时，也说明了宗教之所以长期存在，影响人类社会，是与宗教的积极功

能分不开的，宗教的积极功能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

体表现在： 

一是群体认同的功能。群体认同的功能是指促使人们在思想上趋向于具有共同信

念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功能。宗教因为其至上的神圣性而拥有其特殊的认同功能，宗教

的认同功能是通过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一种社会组织机构两条途径来实现的。每

个人都有归属的需要，宗教就是借助于这两条途径，并通过宗教教规、教义、礼仪、

                                                        
①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卷前语”第 2 页。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7 页。 
③《梁漱溟全集》第 3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7～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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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活动将信教者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利于地区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当然，

因这种宗教结成的团体也许会和另一种宗教团体之间有着隔阂、争斗。但从总体上来

说，有利于形成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威尔·海伯

格曾经指出：“美国人建立其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到新教、天主教或犹太教这

三个民主宗教之一中去当教徒。”
①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也指出：“使英裔

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

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没有这

样一种共同信仰，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形形色色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美国社会根本无法保持其正常的存在，更谈不上发展

与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构建了美国，也只有宗教，才能构建美国。当然，宗

教在构建美国的同时，也构建了美国的公民社会，使得公民对基本价值与主流文化有

个大致相当的普遍认同。 

二是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整合是指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到一

起，使它们一体化。宗教是使社会、集团结合成为整体的因素。宗教的一大特点是它

既是一种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又是一种体制性的上层建筑，它既可以作为普遍的价值

法则影响社会成员，又可以作为制度、组织统辖其组织成员。因此，宗教在与其所在

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不矛盾的情况下，它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在社会制度、

社会组织和社会舆论方面对社会进行整合。它通过运用超自然的神秘方式来实现社会

控制，通过宗教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动，通过界定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等来实现对社

会成员的价值整合和行为整合。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巩固社会制度。当然，历

史上也不乏利用另类宗教或通过宗教改革来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例子，这是宗教社会功

能二重性的表现之一。 

三是文化熏陶功能。文化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它具有满足人们愿望的社会价

值。宗教无疑是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有它独特的文化构成，它的产生

和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宗教文化史，同时，它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化给所在的时代和社会

以极大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就是有力的证明。宗教之所以

具有文化熏陶的功能，是因为“宗教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现象，一方面固然

终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它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曲折而内在

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哲学、艺术、科学知识的状况”。从而给人们以文化启迪和浸润。

宗教越发达的地方，发展就越繁盛，希腊、印度的艺术如此，我国以及欧洲亦是如此。

                                                        
① 转引自[美]托马斯·F·奥戴：《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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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宗教史上，佛教曾促进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思辨，宗教建筑曾推动了中国绘画

艺术的发展，就连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也是中国医药学和化学的一个重要源头。西方

基督教在其文明发达史上的作用也非常巨大，不可忽视。一个国家的宗教的演进史，

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文化传统的发展史。 

四是行为规范功能。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否则，个人

和社会两受其害。每一个民族都会以法律和道德伦理的形式，对人的行为作出特定的

规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形式的规范作用有限，不是万能的，宗教等人类规

范以其自身的特点恰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二者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共同规范人们的

行为。宗教的行为规范（大多数宗教的规范都体现了容忍、利他）功能就是指利用宗

教信仰、感情、仪式、教义等约束人们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宗教行为规范尤其是它

的道德规范是支持社会规范并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在那些政教合一、国教制和宗教民

族化的国家和民族中，宗教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宗教礼仪、制度往往

起着法典的作用，甚至影响教民的整个生活习俗。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教规、礼仪

已经同民族的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使多数教民具有一种习惯性的遵从意识。即使是在

主体意识形态与宗教不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道德规范仍然与社会公德是相通

的。 

总之，以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为目标的宗教，所奉行的宗教规范是“善”的和“忍”

的，符合社会进步的需要，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互为补充。不仅如此，它在通过律

法规范和宗教道德指引宗教徒行为时，还借用神的名义，增加规范的庄严神圣感，从

而具有强化规范的作用。 

综上所述，宗教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以

前的欧洲，宗教不仅在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君临天

下的权威与尊严。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和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大地推

进了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逐步

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和巩固下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的实现，仍然是国家的

重要义务之一。 

宗教信仰能否成为一种法律规定的自由，要由宗教信仰的本质和功能来回答，要

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中来回答。应该说，宗教之所以能从远古走向现代，

能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繁衍生息，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法律上予以明文

规定的一项重要信仰内容，也正是由它自身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法学上的宗

教自由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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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自由概念的理解 

（一）“宗教自由”还是“宗教信仰自由”？ 

20 世纪以来，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大都将宗教方面的自由明文确立为一项

基本人权，但是对于宗教自由的名称和内涵，无论是各国的宪法还是学术界都存在较

大分歧。有的国家宪法采用“宗教自由”的称谓，有的则采用“信仰自由”的名称，

有的则采用“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概念。 

我国官方和学者对宗教自由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宪法第36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可见，官方文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主要表

达方式。但是，由于“信仰”的范围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良心、

世界观等，所以，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自由，它是宗教自由的上位概念。我国宪法学

者张千帆称为宗教与信仰自由，
①
这避免了论述上的矛盾，比较全面。我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鹏的《“宗教自由”，还是“宗教信仰自由”？》与石华的《关

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表述的国际标准》的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
②
他们认为，无论

是从与国际公约相一致、还是避免认识上的歧义上来说，“宗教自由”的概念都比较

“宗教信仰自由”更为科学和准确。两位作者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关于 “宗教自由”

及与其有关的国际文书、公约在表述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权利时，与有些国家的表述

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表明不同概念的背后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制度设计与安

排。在实际生活中，在宗教立法中使用不同表述可能影响该国公民在公民基本权利的

实现程度，涉及到权利分配，是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人权、对待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者

的态度问题，甚至关乎公民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所以，应当以较为笼统

的“宗教自由”来替代“宗教信仰自由”的提法，这更有利于保护公民在宗教方面享

有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促成宗教积极功能的完整实现。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涉及人权、宗教、信仰的国际文书或公约主要有：《世界人

权宣言》（联合国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1960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

                                                        
①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62 页。 
② 见刘鹏：《“宗教自由”，还是“宗教信仰自由”？》与石华：《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表述的国际标准》，

两位学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  普世社会科学网）此

外，我国台湾学者许育典也采用宗教自由的概念。参见许育典：《宗教自由与宗教立法》元照出版公司 2005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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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联合国大会 1981 年 11 月 25 日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联

合国大会 1989 年 11 月 20 日通过）；《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

人的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联

合国世界人权大会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

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联合国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通

过）等。上述这些决议或文件代表了国际社会在涉及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上的基本概

念和观点，它们对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的表述应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普遍意义上的

“国际标准”。当然，这种“国际标准”在涉及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的表达时，又有

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一是使用单一概念表述，强调 “宗教自由”。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

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规定，“人人

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

和歧视宣言》第 1 条规定，“人人皆应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儿童

权利公约》第 14 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儿童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二是将“宗教”与“信仰”作为两个相近而又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并列，表明个

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受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

之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这类必要限制。联系二者，其标准表达为“宗教或信仰自

由”，意在强调“宗教”与“信仰”二者的同等重要性。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规定，“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人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 18 条规定，“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人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第 1条规定，“有表明

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种表达方式在联合国的其他有关文件中的使用比

“宗教自由”的表述更广泛、更普遍。
①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文书的“第 18 条”的内容基本相同，它们表达了以下几个

重要、 基本的原则性理念： 

首先，每个人在享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权利的同时，还享有“宗教自

由”的权利。这三个领域包含了人类对世界所有事物在精神层面上进行思想、信仰的

自由，进行精神活动、构筑个人认识、信仰、信念的自由，这种自由属于人的基本权

                                                        
① 一般来说，在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文书中使用某种术语是有其特定含义且不会在语言的理解上导致误解和

歧义的。在联合国有关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利的一系列国际文书中，采用“ 宗教自由” 、“ 宗教或信仰自由” 的表

述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的表述就是国际社会采用约定俗成惯例的体现。这样的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 “ 宗教自

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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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不可剥夺的。“思想、良心和宗教”具有明显的精神活动的特点，是人的内心

和大脑里面的东西，这种自由权利是法律无法规范或剥夺的。 

其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表述把“思想、良心”与“宗教”作为不同

的领域加以区分，又同时并列在一起。其实质是给予了有神论（包括任何一种宗教、

教派或新兴宗教）、非有神论、无神论以及不信奉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者同等的自由

权利，人人都具有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精神、思想、意识、理论、信念进行选择、

追求和保持的自由权利。  

此外，正如“思想、良心”不等于“宗教”一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表述意

味着“宗教”与“信仰”的内涵定义也是不完全相等的，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不

同的范畴。“宗教”是只与有神论相联系的特定概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

为，有些宗教是无神论，比如佛教，还有人把儒家思想称做儒教，这个儒教有没有派

别？特定的神？）；“信仰”的含义则要广泛的多，它可以指有神论，也可指非有神

论、无神论或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可以泛指精神领域内的思想活动形态。“宗教”

之中肯定包含“信仰”因素，而“信仰”之中则不一定必须包含“宗教”。然而，作

为一种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在权利上的地位是并列的、平等的，

是同样重要的。作为一种国际规范与标准，联合国的国际文书中使用“思想、良心和

宗教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表述，表明了国际社会在对待宗教与非宗教信仰

者权利方面的平等立场。 

第三，“宗教或信仰”除了精神、思想方面的体现之外，还包括大量可见的实践

活动，也就是所谓的“宗教实践”。《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不是孤立地、抽象地使

用“宗教自由”与“宗教或信仰自由”表述个人拥有的权利，而是在这种表述之后立

即对“自由权利”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如：“…此项权利包括…的自由，”），阐述

了“宗教自由”与“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具体内容与范围，明确了个人不仅拥有

“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权利”，而且拥有表达“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权利”。前者强调的是个人的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后者强调的是个人的宗

教或信仰的实践自由。如果个人没有为保持其宗教或信仰进行实践的自由，那么所谓

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就只能停留在思想、精神的层面，无法真正落实，成为没

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对“宗教自由”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表述进行定义，就是为

了防止在有关宗教的立法中出现“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把个人对宗教的选择

自由与进行宗教实践的自由割裂、对立起来的做法。 

如果在涉及宗教的法律文件中单独孤立地使用“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的

表述，无疑存在着把个人对宗教的选择自由与进行宗教实践的自由割裂开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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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斐济、俄罗斯等国家的宪法在使用“信仰自由”的表述时，对其给予明确定义，

把宗教选择自由与宗教实践自由统一起来，正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 

通过对以上法律文件使用的“宗教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表述及其语境

分析，可以看出“宗教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表述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特定

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它以明确的表达方式把人的抽象的精神思维活动与具体的行

为实践统一在一起，为真正保护而不是限制公民的宗教自由利提供了科学规范的表

述。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是我国参与制

订或批准同意参加的。目前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与国际接轨成为一种趋势。

这种情况下，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有关宗教自由利的法律文书中，如果我们对此不

加以修改更正，使其与国际人权公约相一致，就有可能导致这种表述本身在逻辑上的

混乱。人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宗教信仰自由”与联合国文书的国际标准表述“宗

教自由”有何区别？如果二者的意思完全一样，则应以联合国的标准即国际社会公认

的标准为标准，没有必要另行表达；如果二者的意思不一样，“宗教信仰自由”表述

的重点显然是强调个人在“信仰”宗教方面即人的思想、精神活动方面的自由。如前

所述，人的思想、精神活动方面的自由只能属于个人对宗教或某种观念、理论进行选

择的自由；个人对宗教的实践自由在此表述中无从体现。没有宗教实践自由，真正的

宗教自由就无从谈起。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宗教自由”表述中的“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如果是用

“宗教”一词来修饰和限定“信仰”，那么这种表述强调的重点是宗教方面而不是其

他方面的“信仰自由”，“信仰自由”的概念本身如果不加专门定义是无法完全等同

于“宗教自由”的概念的，因为信仰不仅包括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良知、世界观等。 

如果“宗教自由”表述中的“宗教”与“信仰”两个概念是相同的，则没有必要

搞同义重复；如果“宗教自由”表述中的“宗教”与“信仰”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则

应在二者之间加上“或”字，这样就又回到了联合国通用的“宗教或宗教自由”的表

述模式。既然如此，就不需要一个有别于国际标准的特别的表述方式。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考虑，为了避免误解和混乱，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文书中

采用了“宗教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这一国际通用的标准表述，很少有采用

“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因此，笔者认同刘鹏与石华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结论，即宗

教自由只是信仰自由的一部分，为了避免引起分歧和误解，所以本文在概念上采用“宗

教自由”的提法。 

 



 

 25

（二）宗教自由的一般定义 

关于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的定义，
①
学术界表述形式诸多，但没有

太大的实质分歧。 

《牛津法律辞典》认为，宗教自由是指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参加或不参

加任何公开的宗教仪式的自由。它是公民的自由权之一。宗教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秘密地或公开地集会、做礼拜、宣传宗教团体的宗旨、教导儿童、争取拥护者或其他

方面的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以宗教为目的而举行集会的自由受到限制，欧洲

中世纪乃至宗教改革时教会和政府强迫本国国民信奉国教，不信奉国教者遭受迫害或

丧失信教的资格，是不存在完全的宗教自由的。
②
 

《法律辞典》认为，宗教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受

外力干涉而自由决定个人宗教信仰和参加宗教仪式的权利，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

民的宗教信仰不受干涉，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与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二是国家不

得强制公民信教或不信教、信此教或信彼教，也不能强令公民对宗教表示态度；公民

对宗教意见的保留亦属不可侵犯的权利。
③
 

《宪法学辞书》认为，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它是指

公民享有信仰宗教、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自由是欧洲 15、16 世

纪反对宗教压迫斗争的成果，它在争取各项自由权的斗争中占先驱和中枢的地位。西

方国家宪法有关于公民宗教自由的规定，但是事实上无宗教信仰者（即无神论者）受

到各方面的制约，甚至在有些国家中不信教者不能当选为公职人员，在企业、学校中

也备受歧视。
④
 

《宪法辞典》认为，宗教自由是指人民信仰宗教有完全自由之权，不受非法干涉

之意。
⑤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关于宗教自由是这样认为的：宗教自由是指一个

人可以在一个社会中自由选择其宗教信仰和在这个社会中公开参加这个宗教信仰的

仪式和传统或者选择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不必担心受社会的迫害或歧视。宗教自由也包

括根据自己的判断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通俗地说，宗教自由即指一个

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因

此宗教自由包含了一个人不受任何不可动摇的宗教教条的束缚和影响选择自己的人

                                                        
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列举的一些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名称尊照被引用者的表述。 
② 《牛津法律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4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编：《法律辞典》（简明本），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5

页以下。 
④ 姜世林等主编：《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 页。 
⑤ 谢瑞智编：《宪法辞典》，文笙书局 1979 年版，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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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目标的自由。 

林来梵认为，从完整意义上说，宗教信仰是指对具有超自然的或超人格性质的存

在（如造物主、绝对者、至高的存在，其中尤其是神、佛、先灵）的确信、畏敬或崇

拜的心情和行为。在宪法学上，一般认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内心的信仰自由；（2）宗教上的行为自由；（3）宗教结社自由。 

上述定义尽管名称不一，但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大致都提到了内在的信仰自由

和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具体而言，是指公民（自然人）和一定的组织依据个人的意

志决定对宗教的态度的自由，不仅包括人在思想上、精神上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而且

包括某人所信仰的宗教在行动上的表示，如参加宗教仪式、宣传宗教教义、参与宗教

活动、实践宗教信仰等。当然，这里的宗教自由不仅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括不

信仰宗教的自由。 

在这一概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内在的信仰自由和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二者关

系密切。只有依据内在信仰自由，去创设宗教自由的合适环境，即宗教行为或活动，

宗教自由才算是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就其实质而言，宗教自由是个人在涉及宗教方面

的自我决定，它可以满足某种强烈的情感，也是个人在做其他自我决定时需要认真考

量的依据，甚至关乎个人的生命规划。就其功能而言，宗教自由是使人在其人性尊严

不受侵犯之下，自由的依其自我的宗教信仰去生活，且在其自由信仰生活的基础上，

做出自我决定，落实属于内在心灵的宗教自我实现。 

（三）宗教自由的权限范围 

由以上关于宗教自由的认识可以看出，宗教自由保障的对象是宗教信仰和宗教行

为，它们作为构成宗教自由的两大要素，在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中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 

内在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不能进行任何强制或禁止的权利，因为法律不能涉足

个人的内心意识，只有当内心的信仰通过口头或书面等方式表达出来时，政府才有可

能进行干涉。近代以来的宪法规范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法国 1789 年《人权宣

言》认为，公民的宗教自由，首先是要确认所有人都享有通过言语或书面文字公开表

达宗教信仰的权利，“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

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1803 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法院的首席法

官史密斯在马奇诉威尔金斯案的判决中对宗教自由的根据做出十分精彩的阐发，他

说：“社会或世俗官员强迫人们信仰和不信仰什么是十分荒谬的，按照万能的造物主

的旨意，人的理智不受有局限性的同类者的控制。思想自由是人类天赋的，每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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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者本来固有的权利，是绝对不能剥夺的特权。”
①
 

相反，宗教行为（如宗教仪式）的自由同其它表达自由一样，应当受到必要的限

制。在 1940 年审理的坎特韦尔诉康涅狄格州一案的判决书中，信仰绝对自由和（宗

教）行为相对自由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第一条修正案“包括两个概念——信仰自由和

行动自由，第一个是绝对的，”，相对而言，行动自由“按事物的性质，则不是绝对，

为了保护社会，行为仍然要受到约束。”
②
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为了内在的宗教情感的

表达，而不顾忌社会的规范自行地进行相关活动。实际上，从当代社会而言，所要限

制的就是那种出于宗教狂热而进行的非理智行为。自然，对于国家而言，同样不能限

制公民正当的宗教行为。美国学者安修就认为，在 1791 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

时，人们普遍认为作为自然权利的宗教自由包括下列六项内容：(1)不得因宗教信仰

而剥夺其选举或担任公职的政治权利；(2)政府不得强迫任何人举行宗教仪式；(3)政

府不得为资助有违其信仰的教堂征税；(4)各种教义和信条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政府

不得厚此薄彼；(5)应宽容一切教义和信条，也就是说，各派异教徒无刑事控诉或流

放之忧；(6)各类信教徒有公开做礼拜的权利。③在这里，更多的限制是指向国家或政

府。 

三、宗教自由的逻辑结构 

宗教自由是指个人或一定团体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并由宪法确认为基本权利加以

保障。这一基本权利从内在逻辑结构上看，涉及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权利主体、

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 

（一）宗教自由的主体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宗教自由

的权利人，不仅包括个人，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应该包括团体。由于个人和团体性质

的不同，二者作为宗教自由主体肯定会有所不同，因此有分别阐述之必要。 

1.享有宗教自由的个人。从权利主体要素来看，宗教自由的主体首先是指自然生

长、自然发育的自然人，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 

就作为宗教自由主体的保障而言，无论是一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对于属于他们

的内在的宗教信仰（宗教自由的核心）的保障而言，并无不同之处。但若离宗教信仰

的核心保障越远，则对于未拥有本国国籍者，即越有可能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如在宗

                                                        
① 转引自[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版，第 174 页。 
② [美]莱尔·T·阿尔弗森着：《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7 页。 
③ [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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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集会或者结社方面，在外国人本来即无法享有与本国人相同的集会结社自由下，亦

不能因为宗教的缘故，而要求给予完全平等的待遇。  

值得指出的是，未成年人、死者是否可以成为宗教自由的主体？现有理论在这一

点上的认识尚未统一，下面分别分析。 

就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可以比照其它基本权，他们的

宗教自由通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代为行使，甚至决定。也就是说，父母可

以决定未成年人接受怎样的宗教教育、参加何种宗教团体等。在日常生活中，子女“自

己不能做出选择，尤其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可能：要么父母为他

们做选择，要么国家为他们做选择。哪一种方式更好呢？那当然是交由父母来为子女

进行选择：“虽然父母的选择常常是不明智之举，但有理由相信，国家可能做得更糟。

一般来讲，父母比政府当局更了解其子女的个性特点，他们更为关心子女的良好发

展。”①相对来说，父母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在这个时期，即使父母有强行

干涉之嫌，在法律上可能也是无关痛痒的事情，毕竟从常理而言，没有哪个父母会故

意让自己的子女不幸。 

父母为未成年子女进行选择，也可以从国际人权规定中找到根据，如《消除基于

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第 5条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

权根据他们的宗教或信仰，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教育来安排家庭生

活。所有儿童均应享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的教育

的权利；不得强迫他们接受违反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之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关于

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以 能符合儿童的利益为准。所有儿童都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受

任何形式的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儿童所受的教育应贯彻谅解、容忍、各国人

民友好、和平、博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精神，并使他们充分意识到应奉

献自由的经历和才能为其同胞服务。对不在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照管下的儿童，在宗教

或信仰问题上，也应适当考虑到他们所表示的意愿，或任何其它可证明他们意愿的表

示，关于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以 能符合儿童的利益为准。儿童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

的教育，其各种做法决不能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至于死者是否可以成为宗教自由的主体的问题，由于死者已经没有自我决定的可

能，因此，其生前的愿望仅可以通过遗嘱制度或继承制度来实现，例如，死者生前希

望，死后能够举行特定的宗教丧葬仪式，但是否实现，并不能依据死者的宗教自由来

确保，而是必须由其家属或其生前参与的宗教团体，主张本身的宗教自由。  

                                                        
① [美]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多元主义》，佟德志、庞金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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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享有宗教自由的团体。《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

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

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可见，宗教自由不仅

是个体人权，而且是群体人权，亦即具有相近思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宣传其宗教信

仰的权利。具有相近思想的人们聚集在从事宗教信仰活动，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宗教

团体，这里的宗教团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需要指出的是，除宗教团体以外，私法上

的人民团体，是否可以作为基本权的主体，必须依各该基本权的性质进行判断。 

当然，就其信仰的主体而言，宗教或信仰，可以是个体权利，也可以是群体权利，

宗教团体和个人一样，可以成为宗教自由的权利主体，但是，所不同的是，二者所享

有的权利范围是不一样的。就个人作为宗教自由的基本权主体而言，它应该享有 完

整与周详的保障，具体包括内在的信仰、外在的宗教行为，以及成立或加入团体的所

谓宗教结社自由等，对于宗教团体而言，除了外在的宗教表达和活动自由外，它不能

成为内在的信仰宗教自由的主体。 

（二）宗教自由的客体 

宗教自由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其客体是指公民的关于宗教的信仰及其行为，即宗

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因而，将什么样的对象定位为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对于理解这

一问题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美国联邦 高法院关于宗教的理解比较典型，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即以美国联邦法院关于宗教的理解为例，说明法律上是如何区分

宗教与“邪教”的。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不足，其内容

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一项就是公民的宗教自由。第一修正案的第一款对宗教做

出了以下的规定：国会不得制订涉及宗教的设立或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如同大部

分其他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一样，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就“宗教是什么”给出一

个明确的定义。它只确立了两个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自由

原则。它给出了一个外围边界的规定，一个框架，至于框架里的东西的含义则留待

高法院日后给出具法律约束力的宪法解释。 

在学理理解的层面上，麦迪逊认为，宗教就是：（1）一种责任，一种“我们对神

负有义务的责任”；（2）及“偿付（这份责任）的方式。”① 杰斐逊认为不同信仰都享

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他甚至主张，《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保护的对象包括“犹太

人与外邦人……基督徒与穆罕默德信徒，印度教徒，和每一宗派里的非正统信仰者。” 

                                                        
① 转引自 Ben Clements：“Defining “Religion” in the First Amendment: A Functional Approach”，Cornell Law 

Review，1989，Volume74，page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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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仅根据立宪者心中的宗教观念，依然无从了解国会在通过第一修正案时，是否

把宗教只限于基督教或者有神论信仰。“一个关于公民侵权的充分的定义是危险的，”

②因为定义就是划定界限。给出一个确切定义的做法本身，可能就会对宗教自由应当

广延的范围设定了若干限制，从而制造不公平的歧视，这不仅有违第一修正案的立法

精神，同时也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条的公民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原则（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事实上，无论法院给出的什么样的定义，对于宗教方面的“实

践自由”分句而言它可能都显得太窄，而对于“不立教”分句它又可能显得太宽。这

不可避免地会使 高法院左右为难。因此， 高法院尽可能避免直接针对宗教下定义，

而是针对第一修正案划定的界限本身进行解释。在为数不多的案例里， 高法院曾解

释了什么是宗教。 

      在 1890 年 Davis 诉 Beason 案中， 高法院认为“宗教”一词与以下两点有关：

第一，一个人关于其与创造主关系的观点；第二，这些观点要求他崇敬造物主的存在

与品质，服从造物主的意志。③ 在 1931 年 United States 诉 MacIntosh 案中， 高

法院再次表达了相似的定义：“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相信与上帝有着某种关系的信仰，

这一信仰所要求的责任高于源自任何人类关系的责任。”④ 对于国会在通过第一修正

案时对宗教一词是如何理解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第一修正案通过后的相当长时间

里，法院以及社会对宗教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主流有神论宗教（基督教）的

制约，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该定义的核心在于创世论的有神论，强调信众与上帝（造

物主）的关系。 

1944 年 高法院否定了传统宗教关于真理的看法，并阐述了 高法院作为宪法

解释机构的立场：“异端审判与我们宪法的本意相矛盾。”⑤我们熟悉的所有传统宗教，

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在真理观上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并且根据自己

的宗教信仰认为其他宗教信念是虚假不真的。这表明法院不再受主流基督教的制约，

即不再以某一宗教教义的真假来衡量其是否应当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给出了

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概念截然不同的一个理解。 

                                                        
① 转引自 Ben Clements：“Defining “Religion” in the First Amendment: A Functional Approach”，Cornell Law 

Review，1989，Volume 74，p534。 
② Bouvier's Law Dictionary（《布维尔法律词典》），“definition”词条，

http://www.constitution.org/bouv/bouvier_d.htm。 
③ 转引自 Clements, p537。 
④ 转引自 Clements, p537。 
⑤ 转引自 Sadurski：“On Legal Definitions of‘Religion’”（“论‘宗教’的法律定义”），The 

Australian Law Review，1989，12 月，p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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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1961 年的 Torcaso 诉 Watkins 案是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案例。

高法院认为马里兰州法律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宣誓信仰上帝存在的规定是违宪

的，并对这一做法进行了批判。 高法院认为政府不能“为那些信仰上帝存在的宗教

提供援助，以打击那些基于其他信仰的宗教。”①虽然 高法院在此案中并没有提出一

个替代性概念，但是 高法院正式放弃以是否信仰上帝作为宗教之为宗教的标准，认

可宗教的多样性。这一判例却使非主流宗教，特别是新兴宗教和一些与西方宗教相比

完全是异质的东方宗教，享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显然更符合第一修正案给与宗

教“ 大程度上的宗教自由与宽容”②的目标。 

      在 Seeger 案中， 高法院基于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对该法例作出了以下解释：国

会使用“至高的存在”这样的表达而不是“上帝”的称号，其用意只是澄清宗教训练

和信仰的意义，以包含所有宗教和排除本质上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观点。③在

阐释该法例的立法精神后，法院进而提出一项测试以决定 Seeger 提出的宗教信仰是

否符合该法例所规定的“与一个至高存在的关系的信仰”，也即是法院以前将其等同

的宗教。测试的内容是：它是否“一个真诚的和具有意义的信仰，并且在其奉行者的

人生里占据着一个位置（position），这一位置又相当于正统上帝信仰在其信众的一生

中所占据的位置，而按照此正统上帝信仰信众可以明白无误地取得豁免的资格。”④ 尽

管此案涉及的是国会的法例而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由于法院的裁决显然考虑到

宪法保护宗教实践自由的精神，因此无论在日后的司法实践还是宪法学家的研究中，

它都被理解为提供了一个第一修正案的宗教定义的权威案例。⑤ 

此外，这个测试明显受到新教神学家蒂里希（Paul Tillich）的影响。蒂利希认为

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在于它关涉到所谓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⑥“关切”

指向个人生命的主观意向活动，而“终极”是个人生命中各种关切的排序中 高的和

有意义的位置。 

综上所述，在宗教定义问题上，美国联邦 高法院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宗教的法律定义涉及两个层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和联邦 高法院对

其的解释。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划界是 根本的。它的核心思想是政教分离和公

权力不能歧视任何宗教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保护。尽管联邦 高法院的解释可以拓宽

                                                        
① 转引自 Clements, p 537。 
②  Goldberg 大法官语，参 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诉 Schempp (1963)。 
③  转引自 Clements, p 537-538。 
④ 转引自 Clements, p 538。 
⑤ 参见 Clements, 注 39，p 539。 
⑥ 蒂利希：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s（《根基的动摇》），Penguin，1962；Dynamics  of  Faith（《信仰

的动力》），Allen & Unwi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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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收窄第一修正案划下的界限，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界限，一经司法解释的确立，

它是不能逾越的。 

第二，在大部分情况下，联邦 高法院都避免给“宗教”一词下定义。这点表明

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一个原则，即任何关于公民权利的定义性规定都可能是限定。法院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其法律解释违反第一修正案的精神。 

第三，联邦 高法院对宗教的解释越来越多地采用多元的包容主义方法，以回应

社会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异质宗教的现实要求。这一要求强化了联邦 高法院避免给

宗教下定义的倾向。即使法院需要给出一个定义，但是面对不同宗教的不同教义，为

了尽可能提供第一修正案保护，定义也很自然落到人的内心性，这一所有宗教都共同

拥有的一个面向。 

第四，在美国，信念的权利是绝对的，宗教行为才是法院关注的对象。后者必须

符合社会利益。然而，涉及刑事问题的宗教行为由刑法规范，因此一经定罪就不存在

是否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所以在美国邪教往往不会引起宗教定义的争议。邪

教之所以是邪教，只是就其刑事行为而言，即使它被承认为宗教，但是其刑事行为不

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相反，邪教的信念本身无论多邪，只要它的实践形式不违法，它

依然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美国的联邦 高法院关于宗教的界定可以为我们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提供借鉴和

参考，以便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同时，更好地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在我国，

宪法第 36 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国公民信奉的宗教主要有：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它的一些信仰曾经被简单的认为要么属于民间

信仰，要么就是迷信。这一现象在我们的一些省、市的关于宗教活动的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中不难发现，它们一般把宗教界定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这

五大宗教。这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攻击。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政教分离

的宪政精神，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世俗政权，都没有判定公民选择宗教的权

利。值得欣慰的是，2004 年国务院所颁布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取消了有关五大

宗教的特别提法。①当宗教活动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时，就是合法的，受宪法和

法律的保护；当宗教活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就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违法宗教活动以及打着宗教旗号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违背宗教的

本质属性，已经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对此要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应当立足我国

实际情况，并借鉴域外的实践经验，把握好法律依据和人权标准，依法、慎重地对待

                                                        
① 关于《宗教事务条例》的关于取消五大宗教的新提法，参见本文第六章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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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宗教。 

（三）宗教自由的内容 

关于宗教自由的内容，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三个方面：（1）内心的信仰自由：其中

又包含信仰特定的宗教的自由、改变特定的信仰的自由以及不信任何宗教的自由。内

心的信仰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作用，是宗教信仰的起点与归宿。（2）宗教上的行为的

自由：其中主要包括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等宗教行为的自

由。（3）宗教上的结社的自由：其中主要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如教会、教派）并举行

团体活动、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以及不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自由。
①
更多学

者将宗教自由内容分为两方面：一是宗教信仰自由，如马岭教授又将它又分为信教自

由和择教自由两个方面；二是宗教行为自由，可包括宗教仪式自由、传教自由、宗教

结社自由、宗教出版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资助自由、宗教

营销自由等七个方面。
②
笔者认为，两分法更为妥当，与本文关于宗教自由的界定是

一致的，而三分法多出的“宗教结社自由”，实际上乃宗教行为自由的表现之一。故

本文认为宗教自由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行为自由两部分，下面分别论述： 

宗教信仰自由。即内心信仰的自由，又称为宗教观自由，或称为宇宙观、人生观

的自由。它涉及个人内心对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生命的由来及其去处的精神思维。

例如，人可以相信进化论，认为人是由低等生物演化而来的动物，也可以相信上帝创

造论，认为人类是由上帝所创造的，灵魂是不朽的。这些观念的形成及持有为个人完

全自由地决定，即人们拥有信仰宗教自由和选择宗教自由。 

信仰宗教自由，简称信教自由。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公民个人的思想、精

神范畴，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公

民个人可依自己的信念，有选择什么时候信仰或不信仰特定宗教的自由，而不受任何

外力的影响或国家强制力的干涉。信仰的内容具有神秘性，超越一般经验和知识理解

范围，都属于内心信仰的自主范围。这是宗教自由 核心的部分，属于绝对自由，他

人或国家都无权干预。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

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

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

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

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产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

                                                        
①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第 174 页。 
② 陆幸福：《宪法及宪政理论研究》，第 50 页，载《宪法行政法论坛》，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又见马岭：

《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6  2007-12-29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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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
①
个人的思想不是法律所能控制的范围，每个人对于自

己的思想、良心都有绝对的支配权利。 

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不能用强制手段去解决信仰和思想的问题。具有主观色彩

的宗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宗教信仰也因此将长期存在于一部分人

的头脑中。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
②
 周恩来也说过：

“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它不会

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③
我国 10 年文化大革命对宗教界的极端做法表明，

企图强制改变公民的宗教信仰不仅是对人权的粗暴干涉，是严重践踏公民权利的侵权

行为，而且它势必引起信教公民的内心不满甚至公开反抗，人为地造成信教公民与不

信教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恶化社会关系，破坏安定团结。不仅如

此，任何企图用强制命令的手段去解决宗教信仰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徒劳无益的，

宗教不但不会因此消灭，相反还可能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刺激

人们的宗教狂热。正是本着这一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吸取这一深刻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

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它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

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④
对此，我国法律

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条款，保证公民信教自由的不受侵犯。宪法第 36 条第 2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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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

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我国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中可以看

出，保护公民的信教自由是非常必要的，强制公民的宗教信仰具有不合理性、危害性

和非法性。 

选择宗教自由，即择教自由，是指公民有选择信仰何种宗教或者何种教派的自由，

有改变或者放弃自己原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

在各宗教内部也开始出现教派林立的状况。宗教及其教派的多元化使公民选择宗教信

仰成为可能和必要，公民选择信仰哪一种宗教、哪一种教派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其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6～18 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68 页。 
③ 周恩来：《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5 页。 
④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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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个人以及社会不能强制和干涉。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公民都有权根据自己

的意愿进行选择。国家和政府不能鼓励公民不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也不能歧视公民

拒绝某一宗教或教派。国家和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

及信仰这个或那个宗教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方面给予他们平等

的保障。我国宪法第 36 条第 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

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不同的宗教或教派之间，也应互相尊

重，平等相待，不得排斥、打击迫害异教徒。对于退出本教派的公民以及改信其它教

派的公民，应当尊重其选择，使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以及无神论者之间宽容谦让，和

平共处，团结互助，以实现社会和谐。 

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调整和规范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而不能触及于人们的思

想，这是基本的法学原理和常识。但是，思想如果一旦外化为行为，就进入了法律规

范的领域，该行为如果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秩序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就必然导致法

律的干涉。如，倘若把宗教作为行使诈术骗取财物或颠覆政权之手段，就超出了宗教

自由的范围，而涉入法律所禁止之列。尊重他人的不同信仰，保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对私人的精神生活持宽容态度，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的

标志之一，是开明政府的必然姿态。在信教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建立和保持互相尊重、

友善和睦的良好关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因此世界各国都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

认并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肯定信仰自由的天然合理性。 

2.宗教行为自由。即外在宗教活动自由，它又包括宗教仪式自由、传教自由、宗

教结社自由、宗教出版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资助自由、宗

教营销自由等七个方面。 

（1）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
①
宗教仪式自由是指保障个人将其信仰内容表现于外

的自由之一，是信仰宗教的公民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进行修行的方式，是宗教意识

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拜佛、诵经、放生、烧香、礼拜、祈祷、弥撒、受洗、受戒、封

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各个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一

整套独特的宗教仪式，它们成为宗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仪式具有烘托、渲染

宗教气氛的作用，信教公民通过这些仪式来表达其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获得宗教教

育，升华其宗教情感，在公共宗教场所的宗教仪式往往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宗教共鸣，

从而沟通彼此间的心灵，加强团体内部的凝聚力，通过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使信教者

共同感受精神的安慰和希望，增强其对信仰的向往和尊敬。宗教仪式是宗教的重要构

                                                        
① 宗教上的行为自由客观上要比宗教仪式自由的范围广泛。如，宣教或布教的自由属于宗教行为自由，而

不属于宗教仪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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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素之一，没有宗教仪式就不能完整地实现宗教行为自由。此外，信教公民可以个

人单独举行或与其家人、亲朋好友共同举行宗教仪式，也可以与众多信徒在专门的宗

教活动场所（如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地）举行。由于宗教团体也是宗教自由

的当然主体，宗教团体当然也可以举行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属于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需受国家法律规范。当

某一宗教仪式干扰他人生活或危害公共利益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国家就有

介入的必要。如，对依照诸如“死猫吊树头、死狗入水流”的风俗而乱葬的行为，就

需要禁止和处罚。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各种宗教仪式的举行作了专门规定，表现

在： 

其一，1982 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指出：“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

烧香、礼拜……等等，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

涉。”
①
基督教徒按照其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的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见

证等宗教活动，一般称为家庭聚会，不需要向政府申请登记，政府一般不予干涉。 

其二，在国家专门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的宗教仪式“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3条的规定）同时，

要求宗教仪式的举行在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组织活动场所的设立需要向政

府部门申请登记（见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2条第 2款的规定），目前

我国已登记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有 8.5 万余处，其中佛教寺院 1.3 万余座，道教宫观

1500 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3 万余座，天主教教堂、会所 4600 余座，基督教教堂

1.2 万余座， 简易活动场所（简易活动场所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2条所

规定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外的“其它固定处所”，是没有固定宗教职业人

员常住，但又是信教群众经常进行宗教活动的简易活动点，应由附近或所属的宗教组

织指定专门的宗教职业人员，定期前往主持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2.5 万余个。
②
宗

教活动场所的设立是为了方便信教公民进行宗教活动，保护其合法利益，也便于宗教

教职人员履行教务职责，主持各种宗教仪式。 

（2）传教自由。传教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教公民获得宗教教育、

追求其宗教信仰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外在宗教行为的传教，与其它外在宗教活动一

样，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应当受

到尊重和保护。各种宗教总是要依赖自己的宗教组织，经过一系列宗教方式来维护和

                                                        
①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 页。 
② 《中国宗教》1998 年第 1期，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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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自己的信仰，这种为传播宗教教义而举行的宗教活动即传教。它往往由专职宗教

教职人员对未信教的人或已经信教的教徒阐述教义，宣扬本宗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其

内容除涉及宗教经典、神学教义外，还结合听者的思想实际及内心需要，讲述世界、

国家、社会、人生、家庭等许多内容，对听者有极大而积极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

满足了信徒的灵性需要和精神需求，为他们形成或改变人生观和世界观提供了宗教上

的指导和帮助。如我国佛道教的讲经弘法，伊斯教阿訇的礼拜讲经，基督教、天主教

的牧师传道布道等。 

面对这种现实，各宗教的传教内容都突出了伦理道德的宣传，如佛教寺院在举行

佛事活动、讲经传法中，面对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陷于复杂人际关系困境中而心

态失衡的人们，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互助互爱、宽容、谦让、谅解，反对贪、嗔、痴、

慢、疑等不良思想的无限膨胀，告诫人们应淡化物质欲望，一心向善，劝导众生脱去

凡尘俗气，净化心灵，利乐有情。伊斯兰教阿訇利用礼拜，结合《古兰经》的有关经

义讲赌博、吸毒、酗酒、盗窃、淫乱、打架斗殴的社会危害性，提倡文明健康的行为

和生活方式，强调伊斯兰教特有的道德、文明和价值观。我国基督教在长期“自传”

的探索中，在传播耶稣福音同时，注重结合实际讲道，引导信徒按其信仰正确对待社

会生活，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如怎样看待金钱财富，下岗后怎么办，如何面对婚姻

危机等等，教牧人员在布道传教时根据其宗教教义给予信徒的精神上的安慰、支持和

思想上的适时引导，宣扬博爱，以促成人类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各种宗教在传播活

动中都劝人为善，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宗教组织（团体）开始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传教，如广泛

利用书刊、广播、录音机、电视、电脑等手段弘法布道，国外把广播电视中的传教节

目称为“电子教会”，有些地方佛教的晨钟暮鼓和烧香叩拜被钢琴伴奏下的诵读佛经

所取代，有些国家的宗教团体非常重视利用因特网进行传教活动，科学技术的发达提

升了宗教传播的手段和能力，使其传播的范围大大拓宽，传播的速度得以提高，从而

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力。 

（3）宗教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是公民为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结成

某种社会团体的自由。
①
宗教结社是信仰同一宗教或同一教派的公民，为了表达共同

的宗教信仰，相互交流宗教感情，探讨宗教思想，共同进行宗教活动而结成的宗教团

体。宗教结社自由既是公民结社自由的特殊表现，同时，也是宗教行为的表现之一，

                                                        
① 《新编法学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9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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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与宗教结社自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宗教结社自由包括发起和成立宗教组

织，发展宗教组织（如吸收新教徒），加入或退出宗教组织的自由。在宗教团体内过

宗教生活有助于增强教徒们的凝聚力，推广和传播其宗教思想，对于信教公民来说，

宗教结社是实现其宗教信仰、深化其宗教感情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如果不允许信

教公民结社，公民的宗教自由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因此各国宪法和法律大都赋予和保

障公民宗教结社自由，允许公民在法定范围内成立各种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依法进

行各种宗教活动。 

当今世界，随着宗教结社自由的发达，宗教团体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①
同

时，宗教结社自由不能脱离法律的轨道，宗教团体应当依法成立，成立后应依法活动。

对于具有反政府、敌视国家、带有暴力色彩的种种邪教组织，如美国的大卫教和人民

圣殿教，瑞士、法国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我国的被立教等，由于其危

害社会，违背国家法律，各国政府一般均采取措施予以取缔或打击其违法犯罪。 

我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我国公民有结社自由。1991 年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民政部制定了《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旨在“保障宗教社会团体的合法

权益”（《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 1条 ）。同时规定，宗教社会团体应“向

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 2条），各宗教团体

成立后，自主地办理教务，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其正常的

宗教活动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如经过宗教组织批准，由宗教职业人员主持，经过一

定的宗教仪式，在本人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吸收新教徒等。目前我国合法的宗教团体

有 3000 多个（其中全国性宗教团体 8个，省级宗教团体 164 个，县级宗教团体 2000

多个），
②
宗教教职人员约 30 万人。

③
我国法律不允许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进行宗教结社

活动，《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第 8 条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

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

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它传播活动。” 

（4）宗教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出版书报、杂志、图画等自由，

④
其目的是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宗教出版自由是公民或宗教团体以宗教出

版物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思想的自由，通过出版发行宗教杂志、刊物、
                                                        

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团体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在组织举行宗教活动（如讲经、传法、宣道等），而是

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不仅出世，而且入世，直接关注社会问题。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发挥其作用，

如开办学校，支持教育事业；本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精神，开办各种福利院（如孤儿院、敬老院）和慈善医

院等，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提供慈善服务，寓宗教的神学思想、道德观念的宣传于社会服务之中，为希望工程捐

款，关怀下岗女工等等，这些活动既有益于社会，也为政府排忧解难，深得各界人士的赞许。 

②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学习材料》，红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 页。 
③ 《中国宗教》1998 年第 1期，第 7页。 
④ 《新编法学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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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来宣扬宗教教义，传播宗教文化信息的自由。它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较大范围内

传播其宗教精神，从而向社会和其它公民表达其宗教信仰，并进而影响社会和其它公

民。出版自由和宗教出版自由二者关系密切，它们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宗教出版自

由是出版自由的特殊表现形式，正如信教公民作为公民的一部分一样，受到法律平等

的保护和约束。 

宗教出版自由的前提是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行使宗教出版自由权

的主体来看，我国法律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此项权利，即被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人，不享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也不享有宗教出版自由。从行使宗教出版自由权的法

律程序来看，必须由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才有权出版有关的宗教书报杂志，否则即为

非法出版，政府有权予以取缔。从宗教出版自由权的范围来看，宗教出版物的内容“不

得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我国《宪法》第 36 条第

3款）。199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

“对来自境外的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和其它宣传品……凡有煽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政府等反动内容的，要依法收缴。”
①
同时宗教出版物和其它出版物一样，不得泄

露国家机密，宣扬色情和暴力，以及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等。 

（5）宗教集会自由。我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我国公民有集会自由。宗教集会是公

民为了一定的宗教目的临时聚集在一定场所，发表其宗教见解、表达其宗教意愿的活

动。公民举行集会有各种目的，如庆祝某一节日，纪念某一历史事件，表达某种意见、

愿望和要求，以及研讨问题等等，宗教集会也不例外，如为了庆祝宗教节日、纪念宗

教事件、悼念宗教人物以及表达宗教意见、愿望和要求、研讨宗教问题等等而举行的

宗教集会，不论集会是否带有宗教色彩，只要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就应当被许

可，并受到政府保护。集会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宗教活动有时离不开一定的集会

方式，信教公民自然应享有这种集会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和集会自由二者关系密切，

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宗教集会自由是集会自由的特殊表现形式。我国信教公民的宗

教集会活动不是由《集会游行示威法》调整，而是由其它法律法规如《宗教事务管理

条例》等加以规范。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宗教集会日益增多，如河北省赵县的柏林寺每年举行大型法

会、坐禅、念佛、讲经、忏悔，并连续六年举办的“生活禅夏令营”
②
，搞佛学讲座、

吃茶谈心、诵经等活动；北京雍和宫每年农历正月 23 日至 27 日，举行一年一度的传

                                                        
①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17 页。 
② 明海：《柏林禅寺与生活禅》，《中国宗教》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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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祈愿大法会
①
，僧众云集，法号齐鸣，人潮涌动，在京城影响很大，久负盛名。在

庆香港回归期间，我国各宗教团体均举行了大型庆祝性集会活动。如天主教的大礼弥

撒，基督教的“庆回归合祷会”，道教的“庆回归祈福道场”，佛教的“庆回归祈祷世

界和平大法会”
②
等。 

（6）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资助自由。宗教捐赠自由是信教公民或其它组织

为表达其宗教情感，向有关宗教团体或个人捐赠财物的自由。如佛道教的“布施”，

伊斯兰教的“乜贴”，天主教的“献仪”，基督教的“奉献”等等。我国法定的宗教活

动场所内多设有“布施箱”、“功德箱”，为信教公民的宗教捐赠提供方便。这种捐赠

应坚持自愿少量的原则，不允许摊派勒捐，避免增加信教群众的负担。
③
接受宗教资

助自由是宗教团体有接受个人、企业和其它组织出于宗教情感的捐赠和资助的自由。

我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6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信教群众自愿

捐献的布施、奉献、乜贴”；第 8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和收入由该场所的

管理组织管理和使用，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或者无偿调用”。宗教团体有权

接受资助并自主地管理和使用资助的财物，这是我国宗教团体实现“自养”的传统途

径之一，有利于解决宗教团体的经济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捐赠过程中伴随的朝

拜、敬香等活动是宗教仪式的重要方面，属宗教活动的范畴，对于宗教活动场所来说，

有极为重要的宗教意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凡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而只作为参观

旅游场所的佛道教寺观，不得设置“功德箱”，收取或变相收取宗教信徒的布施和捐

赠，以防止乱收布施的混乱现象发生，但现为园林、文物部门管理而有僧道和宗教活

动的寺观，设有“功德箱”，收取布施的，可以维持现状，以方便信教群众。 

关于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对我国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团体的捐赠，根据 1993 年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下发的文件，只要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我国宗教内部事务，宗

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并按照规定的权限办理报批手续。
④
199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我国宗教团体和寺观受境外宗

教组织和宗教徒的大宗捐赠，要经省一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
⑤
1982 

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国策》明确指出：“要

教育宗教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方式向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索要财物。外国宗教

                                                        
① 黄崇文、吴应泉：《雍和宫的密宗金刚神舞》，《中国宗教》1997 年第 1 期。 

② 本刊编辑部：《各地宗教宗教界宗教工作部门 以各种形式喜迎香港回归》，《中国宗教》1997 年第 3 期。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 页。 
④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若干条款的解释》，《宗教法规及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工作手册》，江苏省宗教事务局研究室编印，第 47 页。 
⑤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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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提供的津贴和办教经费，我国一切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个人以及其它团体和个人

都不应当接受。至于按照宗教习惯，外国宗教徒和国外侨胞、港澳同胞在我国境内对

寺观教堂给予布施和奉献，寺观教堂可以接受；但是如系大宗捐献布施，即使可以肯

定捐献者纯属出于宗教热忱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仍需经过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或

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方可由宗教团体出面接受”。
①
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我国宗

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经济上实现“自养”，并真正做到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7）宗教营销自由。宗教营销自由是宗教组织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自

主地经营、销售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书刊并自主地管理和使用营销所得的权

利。其中宗教用品如香蜡、念珠、神佛像，宗教艺术品如宗教书画，宗教书刊如各种

经书教义等。宗教营销和宗教捐赠是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其实现“自养”的主要经济途径。我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7 条规定：“在

宗教活动场所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营销售宗教用品，

宗教艺术品和宗教书刊”，其中“国家有关规定”是指宗教活动场所经营销售的宗教

书刊，须是经省以上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报省以上新闻出版部门备案出版的宗教

书刊。其经营销售的宗教用品和宗教艺术品，须是经当地政府工商管理部门批准生产

经营的宗教用品和宗教艺术品。
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8 条规定：“宗教活

动场所的财产和收入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管理和使用，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

或者无偿调用。同时“应当说服宗教职业人员不得私人占有寺观教堂的宗教收入。”
③

这是对宗教活动场所经济权益的法律保护措施，以帮助其在经济上自食其力，自养自

足。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国宗教团体的营销权限于宗教活动场所之内，在宗教

活动场所以外，宗教团体一般不得行使该项权利，如部分没有僧道、不搞宗教活动的

寺观，由国家文物、园林部门管理，作为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供游人参观游览，而不

是宗教活动场所，这类寺观不得再出售宗教用品，不得搞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目前

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的到处出售宗教用品的混乱现象，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④
 

                                                        
①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 页。 
②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若干条款的解释》，《宗教法规及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工作手册》，江苏省宗教事务局研究室编印，第 46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第 7 部分，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65 页。 
④《民族宗教政策常识百问》，中共陕西省委战部编，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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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自由中，信仰宗教的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传教自由和宗教结社自

由，属于积极的自由；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不传教的自由

和不进行宗教结社的自由，属于消极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实践中它们是有界限的，应

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以此为借口而拒绝履行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义务（如纳税、服

兵役等义务），及规避公民在法律上的责任。 

此外，宗教自由还包括与维系宗教信仰相关的、属于宗教团体的财产自由。宗教

财产自由对于宗教自由的实现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财产自由是宗教自由

的重要前提或基础，没有一定的财产，宗教团体就无法生存。正是这样，现代各国都

非常重视对宗教团体或其信仰者的财产保护，大都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之进行

保护。 

四、宗教自由的法律特点 

（一）宗教自由是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结合 

宗教自由是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于宗教自由包括内在的

宗教信仰自由和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而内在的宗教信仰自由属于精神、思想范畴，

而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思想自由，也和思想自由一样，

构成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许多学者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如意大利的圭多·德·拉

吉罗(Guido De Ruggiero)说：“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乃是所有人类自由得以在其中产

生和发展的不可侵犯的堡垒。”
①
日本的池田大作也认为，“信教自由的本质是构成人

类精神自由的基础。”
②
内在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行为自由二者关系密切，它们是相

辅相成的，宗教信仰自由离不开宗教行为自由来表现。 

在近代立法实践上，宗教自由在美国宪法中被列入宪法第一项权利，被称为“第

一项自由”，这是因为美国的创建者们认为宗教自由是民主和其它基本人权的支柱。

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宗教自由在公民自

由权中的重要地位。正如英国阿克顿勋爵在《基督教自由史》中所指出的，“信仰自

由是公民自由不息的本原，而公民自由则是信仰自由的必要条件”。
③
这说明了宗教自

由在自由权中的地位，也表明了宗教自由内在与外在两方面自由结合的特征。实际上，

仅有一种隐藏于内心的信仰，宗教自由难以发挥其有效的功能；如果宗教自由仅指行

                                                        
① [意]圭多·德·拉吉罗、[英]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

页。 
②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 1999 年版，第 164 页。 
③ [英]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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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那又无法体现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必须予以有机的结

合，从而完整地保证个人宗教自由的实现。 

（二）宗教自由的神圣性与脆弱性相伴生 

宗教自由的内在信仰部分，属于思想、精神范畴，具有神圣性与绝对性，任何人

不得被强迫信仰任何宗教或参加宗教仪式，同时，任何人也不得被强迫信仰或不信仰

任何宗教或参加宗教仪式，因为人的思想和精神不属于法律规范的对象。对人的侵犯

当然包括对身体及其财产的侵犯，但使得人们遭受更大伤害的，莫于过对思想自由的

侵犯。如果国家禁止或强迫人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时，这就表明国家已经介入了

人们的良知范围，并且以一种法西斯式的专政手段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 

但是，内在的信仰一旦表现于外，也就成为 容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之一。梵蒂冈

拉约洛总主教曾指出宗教自由是“ 受蹂躏和压制的权利”。
①
在现实生活中，宗教自

由经常受到以下形式的侵犯：以暴力、胁迫或其它非法手段干涉他人宗教自由；封闭

或破坏宗教场所及必要设施；禁止或扰乱正当的宗教活动；对信仰宗教的公民进行威

胁、打击、迫害；非法撤销合法的宗教组织，非法剥夺教职人员在各宗教团体的领导

下履行宗教职务的权利，非法阻挠、禁止宗教刊物的发行或者勒令停办宗教院校；以

语言、文字、图案等方式侮辱宗教或宗教团体等。加上宗教本身容易被否定，因此，

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更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三）宗教自由易受攻击 

由于宗教关乎个人的深层情感，是其对自然的理解，这就容易导致不同的宗教信

仰者在理智或情感上不容易相互沟通。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信仰宗教与不信仰

宗教之间的差异容易成为压迫的根源、或压迫的正当化借口。
②
这一现象被历史所多

次证明。
③
可见，相对于其它基本权，宗教自由有被否认的倾向。即使是主张宗教自

                                                        
① 拉约洛总主教：《圣座外长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谈宗教信仰自由》， http://www.catholic-sh.org/。 
② 参见苏瑶崇：《论宗教冲突与和平——以二十世纪为例》，《台湾人文生态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1 年 7

月)。 

③以美国为例，当时许多人来到新大陆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但当时的美州大陆，除

了威廉· 潘恩的宾夕法尼亚和罗杰· 威廉斯的罗得岛外，各殖民地都实行了强制性的政教合一体制，建立了当地

的官方教会，对本殖民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强行进行统一，强制性地要求居民进行宗教实践（如每个主日都要进教

堂听道）。特别是清教徒，他们在欧洲深受英国国教的宗教压迫，但在新大陆却对其他教派（天主教徒、贵格会、

浸礼会）进行迫害。 
但宗教自由、宗教宽容思想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各殖民地实行多年的官方教会自动消失。独立战争爆发时，北

美 13 个殖民地中的 8 个殖民地有官方教会。官方教会在各殖民地享有宗教上、政治上的特殊优越地位，实际上

相当于当地的“国教”。要废除各地的“国教”，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必然会遭到在某一殖民地或地区

已经取得官方教会地位的教派及其在世俗政权中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在这场斗争中，

托马斯·杰裴逊与詹姆斯·麦迪逊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 1786 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弗吉尼亚州宗教自

由法》，这是北美人民争取宗教自由的重大胜利，也是托马斯·杰裴逊对美国的重大贡献。它对后来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中关于宗教条款的内容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实现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 1776 到 1780 年，除罗得岛和康涅狄克外，其余所有



 

 44

由的人，也容易因为本身的信仰去否定其它的宗教，而侵害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自

由。 

宗教自由基本权，保障的不仅是个人信仰特定宗教的自我决定，也包括了不信仰

特定宗教的自我决定。此外，有/无宗教信仰者，更容易因为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切身

感受不同，而忽略彼此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①
这为大量的历史事件所证明。就我国而

言，我们本来就是个伦理性社会，宗教传统不浓厚，
②
加上过去“左”的思想的影响

远远没有消除，人们，甚至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宗教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偏见和误

解，在种情况下，少数信仰宗教者容易受到歧视、误解，甚至打击。 

此外，科学、理性的力量也构成了对宗教的另一种压迫，只是它显得更隐晦，不

容易被察觉。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全面而深入的影响。所谓科

学、理性便成为独尊的思想方式，相对地，所谓宗教的、不理性的思想方式，便受到

歧视和贬抑，甚至被全面地取代或排除。所以，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其为受宪法保

障的基本权。并通过加强和完善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落实宗教自由的实现。 

（四）宗教自由具有无对价性 

宗教自由的行使不得成为具有对价性的商业行为。宗教自由之所以由宪法加以保

障，原因之一在于它对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其行为与活动多具有公益性，

世界上大多数的民间慈善事业大都是宗教团体本身发起的、或者与宗教团体有关。如

果将宗教行为转为商业赢利行为，就已经偏离了宗教自由行为，甚至可能不再属于宗

教自由的保护范围。例如，宗教团体提供祈福消灾或葬仪告别式等服务，并向信徒“依

表定价”或“依习惯”收取费用，将信徒（或准信徒）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变为消

费者与商家的关系，这种宗教服务行为就成为市场交易行为，其自由范围便受到严格

的限制。 

（五）宗教自由具有个人性和群体性 

宗教自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和实践，正如恩格斯说，“信仰宗教对国家来说

                                                                                                                                                                        
殖民地都先后通过了新宪法，都规定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都表达了对宗教自由原则的认同，约半数的州规定了

政教分离。然而这些州所规定的自由并非真正的宗教自由，各种宗教信仰和教派也并非完全平等，一个突出的问

题是，所有这些州的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新教教派信仰的优先权。废除官方宗教的进程十分缓慢，

直到 1833 年马萨诸塞州 后通过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两项根本原则，官方宗教在

美国的历史才正式寿终正寝。 
美国独立后的立宪会议于 1787 年 8 月 30 日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三段规定，不得对出任公职者进行宗教

方面的测试，也不能以宗教信仰作为衡量出庭作证者的信誉的凭证和依据。除此之外，宪法中对于宗教问题并没

有更多的涉及。直到 1791 年宪法第一修正案才得以通过。 

① 关于这一点，从过去和现在对宗教的大量批评中可以看到，这些批评有：浪费资源、破坏家庭、制造狂

热、无知与迷信、民智未开的产品、落后的象征以及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等。 
② 至今为止，我国有 13 亿人口，信仰宗教的只有一亿多人，尽管这些年信仰宗教的人有所增加，但是信仰

宗教的在我国属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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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私人的事情。”
①
列宁也曾经说过，宗教对国家而言，是私人的事情。承认宗教

自由的个人性，承认每个人是具有尊严和价值的存在，赋有理性和良知、能够进行道

德选择和自由活动的人，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也是宗教自由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缘

由。同时，大多数宗教信仰活动一般是通过一定的宗教组织开展的，许多宗教具有比

较严密的组织性，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而且许多大型的宗教活动离开一

定的组织是不可能开展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宗教自由具有了群体性。可见，宗教自

由是个人性和群体性的统一。 

以上我们从概念、结构、特点等方面，厘清了“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

的区别，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宗教自由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的逻辑结构，归

纳了宗教自由的主要特点。那么，在法律上如何对待宗教自由呢？这就是下章所要进

行的历史回顾。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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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自由的法律化进程 
 

法律是自由的具体体现。纵观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宗教自由的关

注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要将宗教自由以法律规范的方式予以固定，达到保

障人类基本权利的目的。但是，宗教自由的法律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经历

了一个一般保护到特殊保护的进程，其过程漫长而曲折。 

一、宗教自由的历史沿革 

（一）西方国家宗教自由的历史演变 

1.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自由。公元 311 年，伽理略大帝（Galerius）颁布的宽

容诏(Toleranzedikt)，宣布结束了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准许

人们可以选择基督教信仰。在康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统治时期，基督教的待遇

进一步提高，基督教徒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元 313 年，罗

马皇帝君士坦丁和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敕令既承认基督徒，也承认所有的人

都有信奉他们所选择的宗教的自由，“任何人不论他选择什么信仰，均有充分的自由。”

①
根据这一敕令，基督教不但获得了与其他宗教一样的平等地位，而且获得了因为教

会所遭受的迫害而带来的赔偿。公元 380 年 2 月 28 日，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所颁布的宽容诏，更使基督教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统基督教高于其他宗教，在

法律上享有特权，自此基督教成为帝国中唯一的统治国教。当然这一政策也导致了对

其他宗教信仰的武力压迫。在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国教后，罗马神庙虽然也奉行“诸

神平等”，法律对此不加干涉，但是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信仰带来的后果必然是迫害“异

端”，这在那个时期实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2.中世纪时期的宗教自由。康士坦丁大帝之后，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在 15 世纪

的欧洲各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有两个方面却是相同的，一是国家和教会在制

度上是结合而不是分离的；二是教会通常拥有特权，甚至有一定的统治权。当今意义

上的宗教自由在中世纪是不存在的。在那个时代，国家和教会把维护基督教的唯一真

理性作为它们的共同责任，双方共同维持国民信仰的一致，并且对抗和抵制任何一个

异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宗教自由并没有形成和存在的空间。罗马教廷逐渐成为“国

                                                        
① [美]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1 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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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国”，基督教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它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存在，甚至禁止本教

内的不同思想存在，其典型表现便是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此时法律成为镇压异教和异

端的工具。同时盛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罗马教廷支配一切，甚至对各国国王的继承与

退位、法律是否有效等都可以施以影响与控制。从公元 9世纪开始，欧洲的穆斯林和

其他非基督教徒被以“上帝的名义”受到迫害。此后，奥斯曼帝国的扩展致使欧洲人

对伊斯兰教感到恐怖，犹太人先后被穆斯林、基督教徒囚禁在犹太区内。而在基督教

后来传播的过程中，拉美也曾发生屠杀印第安人的悲惨事件。 

3.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自由。虽然在中世纪的神学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即

不能通过权力来处理良心问题，因为这是有害的，但是这一思想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

被清醒和普遍地被加以认识。但宗教改革者并没有在神学或者教会政策上致力于作为

人权的宗教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也不可能保

护这一基本人权。 

在福音新教的地区，人们逐渐认识到借助世俗的强迫不能唤醒并且促进真实的信

仰以及宗教自由，暴力并不能成为使心灵改变信仰的工具。这便为宽容的开端创造了

条件。但是这个时候，无信仰者和异端仍然没有要求容忍的权利。出于世俗的需要，

为了解决政治上的困境，宽容才得以确立。 

此外，在马丁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中，世俗政权只能及于人的肉体和财物，以及

表面上显现在尘世上的东西。因为别人很难支配自己的灵魂，信仰问题是世俗政权所

无法达到的。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虽然出现了新的教派，但是各教派之间仍互相对立，

势不两立，加尔文教对待不同意见的教徒极其严厉，毫不逊色于罗马教廷，许多新教

徒被加尔文教处以火刑。
①
 

4.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国家的宗教自由。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意志国家于公

元 1555 年颁布的《奥斯佰格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开创了宗

教自由的先例，但是这个和约还没有带来普遍的宗教自由。这表现在：（1）天主教会

议和福音新教会议在帝国的范围内虽然是可以被容忍的，但是福音教派对于解放福音

教信仰的要求并未实现。（2）在原则上，教会对于教义采取不宽容的态度。（3）在各

领地内的信仰，是依照“谁的领土，谁的宗教”的原则来做决定。可见，这些做法与

现代宗教自由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此外，《奥斯佰格宗教和约》所规定的对宗

教团体的平等对待，事实上也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宗教选择权。但是，不能忽视的是，

在这时出现的对于两个信仰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对于个人的宗教

                                                        
① 关于加尔文的宗教压迫和不宽容， 详见[奥]斯蒂芬·茨威格著：《异端的权利》，任晓晋等译，西苑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88～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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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实现与发展而言，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宗教和约对各邦领主开放了在两

个信仰之间的宗教选择权，同时，宗教和约也将确立信仰立场的权利转移给了君主和

城邦。其中包括：（1）领主借助宣称两个被允许的信仰之一为邦教，他们获得了决定

邦民宗教的权力；（2）领主也可以禁止其它信仰和任一宗教派别，并且驱逐其信徒；

（3）领主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例外地容忍其它信仰。这个和约也给个人一定的自

由空间，即其它信仰的教徒可以和家人随身携带财产移民的机会。 

同时，战争的惨痛教训使统治者重新思考宗教问题，并于 1648 年制定了《威斯

特法和约》，该和约扩大了宗教自由的形态，并且开启了宗教宽容的大门。这个和约

不但承认新教为天主教和路德教外第三个宗教团体，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这三个教派

的教徒还可以公开行使其信仰，广泛地保障了公开的宗教自由的行为。同时，对于未

享有公开的宗教行使权，也不想投入主流信仰的人，享有离开的权利。《威斯特法和

约》中包括了对于公开及私人宗教行使的区分和该国每一个人参与外来宗教的家庭礼

拜的 起码权利。这些规定意义重大，表现在：一方面，对于稍后形成的个人的宗教

自由利而言，它们起了先例的作用。只是这个个人的权利，暂时还只是作为宗教团体

的集体权利的副产品；另一方面，这个宗教自由的集体局限性区分了当时和今日的权

利类型。 

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较早关注宗教自由问题。1794 年的普鲁士的宗教法律规

定：关于个人的信仰，每个人享有 低限度的宗教自由，除了犹太人外，所有人不分

宗教，均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三个被帝国法律所承认的宗教，在仪式自由上有平等的

权利，它们享有平等的公开宗教行使权。不同于其它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和这三个宗

教尽可能地保持相同距离，只有它不认同于任何教会。在这方面，它超越了《威斯特

法和约》，后者仅允许三个主要宗教而禁止对其他宗教派别的容忍。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里，国家和教会分离还不存在，教会还必须服从国家的监督和领导。一直到十九

世纪，国家控制非常严格，仍然只有原先三个被帝国法所承认的宗教，拥有公开的宗

教行使权。若干人一起的宗教行使，只有在国家的许可下方可实施，而许可与否，则

由国家决定。 

此外，这时的普鲁士，还没有论及教会自由、完全的仪式自由和宗教结社自由。

对此而言，广泛的宗教自由和由教会特权所产生的国家教会法这二者同时并存。尽管

如此，普鲁士国家教会法中还是存在着现代德国宗教自由的根源。与其他欧洲国家相

比，普鲁士的宽容表现比较突出。在宗教自由的给予上，它远远超越德国的其他地区。

尽管宗教自由还是必须通过有关的宗教团体的集体权利才会被给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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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宗教自由在英美的发展。在英国，1215 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第 1 条中即

规定，“教会根据宪章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干扰和侵犯。” 
①
1689 年，英国光荣革

命胜利后颁布的《权利法案》第 3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

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它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
②
它突破了欧洲社会

所恪守的宗教惯例，为个人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在宗教问题上就形成了

三个基本的通例：第一，宗教自由发展成为个人的宗教自由，对宗教内容的理解不再

受制于基督教会，而是取决于人们的内心信仰；第二，理性主义成为宗教自由的基础，

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自主地判断是否信教以及信仰何种宗教；第三，宗教自由在

人权中是地位越来越高。在早期的权利体系中，宗教自由虽然重要但并不占有主要地

位，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往往是视为第一位的。不过，宗教自由却是位于基本权历史的

开端，出版自由、意见自由和讲学自由都起源于它。无论是清教徒的唯灵论还是其自

然法，还是天主教的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思想形成了此后人权宣言的背景。 

以下我们以美国为例，来阐述宗教自由在北美的发展情况。 

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为了进一步摆脱封建教会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适应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颁布了宣布保护公民信教自由

的法律。1689 年，英国通过了《容忍法案》，承认了各教派的存在，而不再视异教为

邪教。这是反对宗教压迫斗争胜利的结果。然而，英国表面上保护宗教自由利，实际

上却强行一种宗教及其信仰。 

到了 17 世纪，一些新教徒不堪忍受宗教迫害，为了追求信仰自由，不惜离别乡

土，远涉重洋，移民美洲，希望创建其宗教自由的乐园。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寻找一

块信仰自由的"上帝承诺之地"，400 年前，“五月花号”冒着风浪严寒来到北美的新

英格兰。早期的这些北美殖民地人们，具有虔诚而坚定的宗教信仰，却又怀着纯洁心

灵和世界的极端理想主义而排斥异端。他们要逃避政教合一的英国，寻求宗教自由的

乐土，但是他们也没有抛弃英国传统的影响,也和当时的英国一样，是政教混合的。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宗教自由只是基于企求信仰解放的观念，而谋求从原英国政府对宗

教的控制和压迫中解脱。与现代社会将政教分离认作是保障宗教自由所不可少的基本

原则不同，当时欧洲既有的传统是视宗教信仰与崇拜属于社会而非个人的事，所以在

教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教会教人以服从，国家则厉行教会的决

定。人们认为，国家并非万能，其权力要受上帝法或自然法的限制，政府的任务只是

                                                        
① 何勤华：《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 1999 版，第 75 页。 
② 英国《权利法案》（English Bill ofRights）中英文版

http://www.lsfyw.net/Article/Class90/Class92/200506/3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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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执行神的意志。这种观念和传统不仅未被加尔文（Calvin）、路德(Luther)等人

的宗教改革所触动，而且为美洲各个殖民地所保留。早先的移民虽然反对英国国教的

压迫，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保持着国家与教会之间的那种传统的密切关系。
①
同

时,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以及其他逃出欧洲宗教迫害的新教徒

们，却不能容忍互相之间的不同。他们经常冲突，甚至酿成流血，殖民政权也常常加

入其冲突之中。著名的北美宗教自由的先驱罗杰•威廉斯，由于麻塞诸塞殖民当局不

能容忍其观点，而被迫出走，随后罗杰•威廉斯到一个叫罗德岛,在那里创建罗德岛殖

民地，开始宗教自由的尝试。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 13 个前殖民地中，至少有 8 个官方教会，其余 5 个中至

少有 4 个官方的宗教。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在 13 个州中，也只有弗吉尼亚与罗德岛

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其他 11 个州则仍然直接或间接地保留着官方宗教或教会：马塞

诸塞（公理教会），新罕布夏（新教教会），康涅狄卡（基督教会），南卡罗林（新教

教会），及马利兰（基督教会）等 5 个州，均公开支持州定教会；纽约排斥天主教徒

的公民身份；新泽西及北卡罗林等州规定只有新教徒能够出任公职；德拉瓦则限于基

督教徒；乔治亚以新教徒为州议员的必要条件；宾西凡尼亚规定人民必须信仰上帝，

而且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够享有选举和出任公职的权利。
②
诸如此类现象，当然都不是

宗教自由的表现。 

虽然美国多数州在革命之初期仍然保持着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但是人们从历史经

验中深知政府指定宗教与宗教迫害有着如影随形的密切关系，所以在观念意识上一反

传统，认为宗教信仰乃是个人与上帝间的直接关系，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应当

由个人自由选择，而不能受到政府的干涉和选票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尽管各

州当时尚存在着对于宗教的限制，但逐渐从过去的宗教迫害及排他而趋于容忍，直到

后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③
 

1786 年 1 月 16 日，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领导下，弗吉尼亚州率先通过了《弗吉

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这一法案对于当时其它各州具有很大的影响，并成为后来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蓝本。《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是美国历史上不朽的文献之一，

                                                        
① M. R. Konvitz, Fundamental Liberties of a Free People (Cornell Univ. Press, 1957), pp. 17-20. 转引自荆知仁：

《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印行 1992 年第 3 版，第 340～341 页。 
② Engel v. Vitale, 370 U.S. 421(1962) ；Konvitz, op. cit., pp. 27-28； S. H. Cobb, The Rise of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N. Y., 1902；W. W. Sweet, Religion in Colonial America N. Y., 1942；E. B.Greene, Religionand the State: The 
Making and Testing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N. Y.,1941.转引自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印行 1992 年

第 3 版，第 341 页。 
③ Engel v. Vitale, 370 U.S. 421(1962) ；M. R. Konvitz, op. cit., p.6. 引自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

局印行，1992 年第 3 版，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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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杰斐逊自认为其一生三大重要成就之一。
①
在这个法令中，杰弗逊声称，信仰什

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他说：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

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

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

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这个官吏作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

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条款的先

声，《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是如此重要，托马斯•杰弗逊在自撰的墓志铭中，没有

一个字提到他曾任美国总统，却写下了他是《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 

该法案将宗教自由看作是人类的天赋权利，指出，世俗的和教会的立法者或统治

者的意见和想法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永无错误的真理，每个人都有不被强迫地参加、

支持或宣扬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的自由，而且不应该因宗教见解或信仰受到身体或财产

上的损害，或因此削减、扩大，或影响到他的公民权利；政府不应该干涉宗教自由。

《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这些规定成为美国宗教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后来美国宪

法关于宗教自由的原则。 

6.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宗教自由。在十九世纪，德国宪法规定了宗教自由。

但是，大的宗教、及迄今仍然是主流的教会，仍然拥有一定的特权。在法国的影响下，

莱茵联邦所制定的宪法，首先给予有限制的宗教自由。随后，德意志的其它各邦也通

过法律给予宗教自由。1848 年，宗教自由获得了重要的发展。1850 年 1 月普鲁士修

改宪法，在 12 条规定：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宗教结社自由、及一起在家中或公开

的宗教行使的自由，市民的及公民权的享有，独立于宗教信仰。不得透过宗教自由的

行使，对市民的及公民的义务产生损害。从此，宗教团体的结社自由被承认，所有的

宗教团体都有公开的宗教行使权，市民的及公民的平等权利是不分信仰地及于所有国

民。到了 1919 年威玛宪法时期，宗教自由和国家教会的组织性规定，通过帝国，得

到了宪法上的保障。不过，帝国宪法规定对各邦的拘束，以国家教会法规定的内容，

在威玛时代，经过数年才获得实现。但是，纳粹时期，宗教自由又一次受到了破坏。 

在现代社会，美国是受宗教影响较大的国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曾如

此描述基督教与美国的关系：“基督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

对人们的灵魂精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量。”
②
在美国人将其宗教信仰推向国际社会，

及促进宗教自由国际化的进程中，罗斯福总统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宗教自由

                                                        
① 另外两大重要成就是草拟《独立宣言》及创建弗吉尼亚大学。 
② 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印行 1992 年第 3 版，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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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1 年和 1944 年，罗斯福总统两次向国会呈递国情

咨文，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其中包括宗教自由。这些主张对于国际人权运动

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宗教自由的历史沿革 

1.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自由问题。我国古代也极为重视宗教，有一套完整的天

地与祖先崇拜及祭祀的制度。外国各派宗教传入后，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学术界一

般认为，相对而言，我国古代法律对于宗教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当它们妨

碍统治秩序时则会加以禁止。 

以佛教为例，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僧官制度随之建立。 初，僧尼一般由朝廷的

鸿胪寺兼管，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及僧尼人数的增多，朝廷从僧人中选任僧官以协助

管理佛教僧尼事务。隋唐时期，僧官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隋文帝建国之初，仿照北

魏制度，设立昭玄寺，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立外国僧主等僧官，统

管佛教事务。地方上则设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僧官，后改昭玄寺为崇玄署。

唐初，由鸿胪寺管佛、道二教，后恢复崇玄署，属鸿胪寺。武则天后，崇玄署隶祠部。

玄宗后，又设功德使管理僧尼，但所度僧尼，仍由祠部发给度牒。
①
与以前相比 大

的不同在于，唐代僧官制度撤消了中央到地方专设的僧务机构，僧尼的主要管理权隶

属于中央政府的常设官署，一般性的宗教事务由各级僧官负责，在僧务管理上形成了

以俗官为主、僧官为辅的局面，而在寺院中，僧官的权力却不断加强，寺庙僧职体制

也日趋严密。这是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佛教宗派的出现相适应的。 

为了保障寺院的宗教活动能够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隋唐时期的寺院经济也

得到很大发展，各大寺院拥有大量的田产和财务。其中，官府的赐给和信徒的布施仍

然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大众悲庆，积施如山。”
②
历代帝王也常常赐给寺院田庄

或农户。如，开皇十三年（593 年），隋文帝曾下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

并赐庄田”。
③
 

应当说，我国民国以前的各个朝代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保护宗教信仰起了积极

的作用，但是，他们保护宗教信仰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管理宗教，维护其统治地位。这

与今天人民主权下国家保障和尊重宗教自由不是一回事。在我国历史上，真正把宗教

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是从民国开始的。 

2.民国时期的宗教自由保护。民国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信仰自由政策，并制定法

                                                        
① 度牒是官方发给合法出家者的证明书，始于唐大中十年（856），僧尼以此度牒为身份证，可以得到政府

的保护，免除地租和徭役。 
② 《续高僧传》，卷二十四。 
③ 《释氏稽古录》，卷二。 



 

 53

律加以保护。在宗教管理上，对佛、道教的管理要求较为明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 7条第 7款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是 早见之于我国法律的宗教自由的规

定。
①
从民国初到 1949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先后制订颁布了《寺庙管理条例》（1930），

《监督寺庙条例》（1930），《寺庙登记条例》和《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

（1933）等。 

就民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非常重视宗

教工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信仰任何事物的权利，举行任何一种宗教仪

式的权利，这些都极其肯定地被认为是普遍人权。”②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宗教自由。 

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遵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自由的基本观点，

结合我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将宗教自由上升到法的层面，在一系列法律文

件中作出保护性的规定。如，《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第 4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

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

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第 13 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

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

则……”。当时苏区还对外国传教士采取区别对待的优待方针。甚至在两万五千里长

征途中，红军都不忘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而法国传教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和红

军共同生活十八个月的长征经历更是成为后世的美谈。
③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并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回民族工

作的提纲》（1940，4）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7），都有“尊重

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障喇

嘛庙，提倡与鼓励青年喇嘛参加生产，反对与禁止任何污蔑与轻视蒙古民族之言论与

行动”等规定。
④
 

1941 年 5 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第 6条明确

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

言论、出版、集会、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纲领性报告《论联合政府》，对宗教自由政策作了更明确完整的阐述。他把宗教

自由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

                                                        
① 参见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第 2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46 页。 
③ 《长征途中的另一个外国人》，《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24 日。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0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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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 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少数民族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他指出，“根据信教

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

其它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

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解放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解放区

在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严肃处理了天主教内的献县国际间谍

案，歼灭了披着天主教外衣向解放区发动武装进攻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基督

服务团”、“冀北剿共军”和“公教报国团”等反动武装。 

在制定和贯彻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联系群众时必须划清

政治上和世界观上的不同界限，他说：“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

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

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建立包括宗教徒在内

的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由于共产党认真贯彻宗教自由政策，许

多教徒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3.新中国建立后的宗教自由保护。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所颁布

的四部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有宗教自由。 1982 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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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社会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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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宪法对

宗教自由的规定外，到目前为止，我国有 30 多件法律、法规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保护

公民的宗教自由。 

建国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曾企图利用宗教挑拨信教群众与人民政府的关系，

以掩盖其破坏和颠覆人民政权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揭露和打击破坏活动

的同时，坚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依靠宗教界自身的力量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人民

政府在宗教内部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废除了宗教名义下的封建压迫制度

和剥削制度，进一步贯彻了宗教自由的政策，使信教群众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很大程度上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一权利基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071、1085、70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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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好地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①
 

（三）宗教自由在国际社会的普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几个主要人权文件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宗教

自由。1945 年 6 月 26 日，以英、美、中和苏联等为代表的 50 个国家所组成的联合

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通过了著名的《联合国宪章》，其中规定了不同宗教信仰者

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把尊重宗教自由从道德或宗教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联合国宪

章》是联合国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起点，大批国际文件陆续出台，其中直接或间接

规定宗教自由的有《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取缔教

育歧视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1960 年 12 月 14 日通

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消除基于宗教

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联合国大会 1981 年 11 月 25 日通过）；

《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大会 1989 年 11 月 20 日通过）；《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

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通过）；《维也纳

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个人、群体和社

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联合国大

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通过）等。以下就几个重要的国际公约内容进行介绍： 

1.《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 12 月 10 日三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第 217A（III）

号决议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
②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综合性人权文件。在序言

中明确了人们所共同追求的 高目标是一个实现了言论和表达、信教及免于匮乏和恐

惧等“四大自由”的世界。 

《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是规定宗教自由的专门条款。《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

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

仰的自由。
③
可见，宗教自由，不仅包括礼拜和遵守宗教实践的权利，而且包括参与

公开表明其信仰的权利，包括参与向他人传布自己信仰的权利；这项权利，就其信仰

的主体而言，不仅是个体人权，而且是群体人权，亦即具有相近思想的人们聚集在一

起，宣传其宗教信仰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权利；这项权利，

                                                        
①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阶段，也曾经出现过国家权力干预甚至迫害宗教事务的现象。如 1966 年的

“破四旧”运动，曾拆除了许多庙庵、强迫大量僧尼还俗，致使我国宗教组织受到重创，大量国宝流失海外，这

不能不说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严重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精神。  
② G. A. Res. 217 A (III), U. N. Doc. GAOR, 3rd Sess., pt. 1, 183rd plen. mtg. at 71, U. N. Doc. A/810 (1948). 
③ 这个条款对宗教自由的表述非常准确，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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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维持宗教使命，并允许企图通过规劝方式使他人改奉其信仰；这项权利，就其信

仰的客体（对象）来说，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良心自由，还可以是思想自由。 

第 18 条的三个条款包括确认条款、改变条款和表明条款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

确认条款和表明条款，一般不易发生疑问，但是改变条款，却“成了联合国第一个关

于宗教自由的定义之中 富争议的部分。”
①
根据改变条款，人人有权改变其宗教或信

仰，根据表明条款，人人有权表达其宗教或信仰，无论改变，还是表明，都是对在行

使法定同时又是天赋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可并称为行使条款。改变条款和表明条款的

差别在于，改变条款所反映的，是享有宗教权利或自由权利的人同自身之间的关系，

一般不涉及他人；表明条款所反映的，是享有宗教权利或自由权利的人同他人或外界

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改变条款属于宗教自由的内在方面，

表明条款属于宗教自由的外在方面。 

《宣言》第 18 条是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专门（特别）条款，该法条由确认条

款和行使条款组成，行使条款又由改变条款和表明条款组成，而改变条款和表明条款

并没有穷尽行使条款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以后有新的条款，如果不属于改变条款

和表明条款，可以继续列入行使条款的范围。《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就增加

了不属于改变条款和表明条款的新的维持条款。
②
 

2.《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公民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 2200 A (XXI)号决议并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全文共包括序

言和 53 个条文。其中关于宗教自由的专门条款第 18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

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

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

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

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公约》第 18 条第 1 款，也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保证人人享有思想、良

知和宗教自由，第二部分，又包括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两点：外在方面，包括条款“人

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内在方面，包括条款‘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

                                                        
① Tahzib 1996.争议以伊斯兰国家为代表，沙特代表认为改变条款违背了伊斯兰固有教义，同时担心更多穆

斯林会因为传教士的布道活动而脱离伊斯兰教，改奉基督教。因此建议联大，彻底删除改变条款。但多数国家不

同意这种看法，包括同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联合国 后采纳了多数意见。 

② 这一改变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沙特为首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是坚决反对改变条款的，但大

多数国家基本都支持这一条款，这在《公约》起草过程中表现更为明显。原本《公约》草案使用的，是 “保持

和改变”（to maintain or to change）一语， 后还是采取了折衷办法。沙特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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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

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说明，第 1 款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确认

条款，第二部分是行使条款，行使条款则包括维持条款、选定条款和表明条款三个部

分。其中，维持和选定条款是绝对的，表明条款是相对的。理由就在于，维持条款属

于内在方面，任何外在干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而表明条款则属于外

在方面，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直接影响。正因此，出现了专门非强制条款《公约》第

2款，而且，第 4条第 2款又以非克减条款的形式规定，不得根据本规定而克减……

第 18 条，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之时。而表明条款却是可以限制的，

根据第 3款规定，对外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不得违反法律、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

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另一方面，《公约》第 18 条和《宣言》第 18 条之间，也还是有些重大区别的。

由一款增至四款，是第一处区别；由改变条款修改为维持条款和选定条款，是第二处

区别；第三处区别，是第 18 条出现了专门非强制条款（第 2款）、非克减条款（第 4

条第 2 款）、限制条款等。第四处区别，也就是第 4 款之特别亲权（监护）条款。亲

权是传统民法学上的人身权概念，原指“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监护的权

利”，这里用以简称第 4 款规定，特指父母对于子女或法定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所享

有的决定其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第五处区别表现在《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文件，而《宣言》却不具有法律效力，或者仅具有法律宣告

力，相应地，两个文件第 18 条之间，在法律效力方面是不同的。
①
第六处区别，也是

重要的，就宗教或信仰自由而言，在《公约》中出现了一个四款式的专门条款，而

在《宣言》中，所有相关条款都是一般条款。例如，在《公约》第 18 条中，第 1 款

确认条款和行使条款，是专门条款，第 2款非强制条款，是专门条款，第 3款限制条

款，是专门条款，第 4款亲权条款，也是专门条款。其中，第 2款非强制条款，是直

接针对第 1款维持条款和选定条款因而也是直接针对确认条款而规定的，第 3款限制

条款，是直接针对第 1款表明条款因而也是针对行使条款而规定的。对于宗教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是一般文件，《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也是一般文件，后文《经社

文权利公约》也是一般文件，《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则是这一系列一般人权文件之

中的专门条款。《公约》专门条款的出现，标志着联合国宗教自由国际化运动取得了

                                                        
① 关于《世界人权宣言》之法律效力问题，学界存在三种观点，“有人认为它不具备国际法约束力；有人认

为它是国际惯例；还有人认为它是强行性法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人权宣言》已获得了重要

的法律地位”。[德]魏智通主编：《国际法》，许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3 页以下；[美]
亨金 1997：《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第 24 页以下。关于国际人权法案的效力，主张大

同小异。[美]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和黄列译，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8 版，第 64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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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进展。 

此外，《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其它相关条款，包括第 2、4、8、18、20、

24、26、27 条等。大致包括平等条款和非歧视条款、保障（或保护、保证）条款等。 

3.《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1981 年 11 月

25 日由联合国大会第 36/55 号决议通过并公布，又被称为《1981 年宣言》，它是一部

关于宗教自由的专门的国际文件。《1981 年宣言》虽然采取了“宣言”形式，没有采

取“公约”形式，但是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起码可以算作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
①
《宣

言》全文包括序言和 8个条文。根据序言，促使联大通过和宣布这个宣言，决心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以求迅速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和歧视现象

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际法依据。序言首先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

它人权公约所确立起来和规定下来的一些原则和一些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原则包括

全人类尊严、平等、不歧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权利包括既有人权公约所列各

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 

第二，历史教训和现实状况。在现实中，某些地区仍然存在宗教或信仰不容忍和

歧视现象，在历史上，人类所遭受的战乱和苦难，主要根源就是在于国际生活中还存

在着漠视和侵犯这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象，特别是打着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旗号，去

干涉他国内政，或在民族或国家之间煽风点火等。
②
 

第三，宗教观的不可侵犯性。在理论上，宗教或信仰是信教者或信仰者人生观的

一个基本因素，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应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在促进世

界和平、社会正义和人民友好方面，在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和行为等

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关键是，在宗教或信仰方面促进谅解、容忍和尊重，

确保不以这项权利或基本自由为由而违反联合国相关人权文件的原则和目的。 

第四，既有成就。联合国系统已经通过和生效了一些消除各种形式歧视的公约，

如《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1965）、《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

（1977）、《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等。 

《1981 年宣言》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相互妥协的产物，许多

                                                        
① “当然，《1981 年宣言》不是公约，也不具有约束力。然而，它本身载有联合国庄严声明，表明了当时国

际社会的普遍趋势。具有特定法律效果，在可看作国际习惯法的稳定规则的意义上，意味着各国际社会成员的遵

行”。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 123, p123n 105. “《1981 年宣言》不是公约，没有同公约一样的法律

效果。但是它仍然具有法律效果。这主要是因为《1981 年宣言》的内容和用语以及自通过以来所经历的发展”。
Tahzib, 1996: p 186, p 186n 411. 

② 例如，反闪（族）事件（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欧部分地区）、冷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等。
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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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都体现了这一点，序言也不能例外。
①
表现在：第一，删掉了“包括选择、表明

和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权利” 这一表述；第二，增加了任何（whatever）这一修饰

语。
②
部分阿拉伯国家向来是反对“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权利”的，认为这有悖于伊

斯兰教义。《1981 年宣言》的 8个条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肯定宗教或信

仰自由，包括第 1、5、6条；第二，反对宗教或信仰不容忍和歧视，包括第 2、3条；

第三，国家义务条款，包括第 4、7、8条。 

《1981 年宣言》第 1条第 1款，基本延续了《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和《公民、

政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第 1 款的传统，也呈现出前述树形图结构。第 1 条第 1 款规

定：人人皆应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应包括信奉自己所选择的

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个别或集体地、公开或私下以礼拜、遵守教规、举行仪式和

传播教义等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整个第 1款，大致可以分为确认条款和行使条款两个部分。第 1款中，人人皆应

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部分，是确认条款。所谓确认条款，就是指规定享

（拥、具、赋）有权利的条款，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个别或集

体地、公开或私下以礼拜、遵守教规和传播教义等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部分；

所谓行使条款，就是指在规定享有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的条

款。行使权利，就必然享有权利，享有权利，则未必就能行使权利。在确认条款自由

一语中，同时包含了思想、良心、宗教三个修饰概念，这三个概念之间是相互交叉的：

在三者的共同交叉部分，思想、良心完全可以表现为宗教形态，而宗教也完全表现为

思想、良心形态；但同时，思想、良心又完全具有宗教所无法涵盖的内容，比如，无

                                                        
① 例如，“小组委员会初稿，真正应该感激科氏原则（科氏 16 条），而定稿，则是漫长的起草过程中无数改

动、妥协和让步的结果。政治因素发挥了作用”。另，“就《1981 年宣言》内容而言，其中权利目录尽管并不完整，

但却 为有益”。 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 119, 123. 
② 例如，Tahzib 1996: p 167; 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p 115-116.  

第 1 条第 1 款

第 1 条第 1 款结构示意图 

确认条款

行使条款

维持条款

表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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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不可知论、理性主义等世俗方面，
①
反过来，宗教也完全具有思想、良心所无

法涵盖的内容，比如，第 2条行使条款中的礼拜、遵守、实践、教义等神圣方面。宗

教和思想、良心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侧重于神或圣物。 

行使条款又包括出维持条款和表明条款。根据维持条款，人人可以自由信奉自己

所选择的宗教或信仰；根据表明条款，人人可以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当然表明的场

合有多种，可以是个别或集体地，可以是公开或私下地，表明的方式也有多种，可以

是礼拜、遵守教规，可以是举行仪式和传播教义。如前述，行使条款关于宗教或信仰

自由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维持条款，属于内在方面；第二是表明条款，属于

外在方面，属于内在方面的，是丝毫不能加以限制的，是绝对权利或自由，属于外在

方面的，是可以加以限制的，是相对权利或自由。
②
 

首先，就内在方面而言，经历了改变条款（《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维持

条款或选定条款（《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第 1款）——维持条款（《1981 年

宣言》第 1 条第 1 款）。这中间，当然有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因素，比如伊斯兰国家

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等，但从逻辑角度看来，允许在各种宗教的、非宗教的思想、

良心或信仰之间进行选择，是思想、良心或宗教自由但未必总是宗教自由的一个内在

组成要素。 

其次，就外在方面而言，《1981 年宣言》第 1条第 1款所列表明条款并未穷尽所

有可能性。
③
 确认条款和行使条款对于整个第 1款而言，是一种划分；维持条款和表

明条款对于整个行使条款而言，是一种划分。但是礼拜、遵守、实践和教义对于整个

表明条款而言，不能算作一种划分。在表明条款中，这四种方式不是穷尽性的，而只

是说明性的或列举式的。
④
 而且，这些方式还必须得到第 6条的细化和补充，甚至第

6条也不是穷尽性的，而只是说明性或列举式的，各项之间相互交叉，但各有不同，

而且很难说包容了表明条款的全部内容。
⑤
《1981 年宣言》第 6条规定，按照本宣言

第 1条并考虑到第 1条第 3款的规定，有关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自由权利

应着重下列各种自由： 

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之自由以及为此目的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设立和保

持适当的慈善机构或人道主义性质机构的自由；适当制造、取得和使用有关宗教或信

                                                        
① 例如，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 117. 
② Tahzib 1996: pp 72-73, pp 87-90, p 149, pp 168-169. 
③ 参照，Tahzib 1996: p 73n 35, p 87, p 183. 
④ 例如，Wronka 1998: p 35. 
⑤ 例如，“宗教的外部表现——礼拜、遵守、实践、教义——……应当结合《1981 年宣言》第 6 条所列权利

加以解释”，而且，在第 6 条中，“一些权利丢掉了，但大体上虽不是完全的，也还是广泛的”。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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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仪式或习惯所需用品的自由；编写、发行和散发有关宗教或信仰的刊物的自由；

在适当场所传播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征求和接受个人和机构的自愿捐款和其它捐献的

自由；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标准，培养、委任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

人的自由；按照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戒律奉行安息日、过宗教节日以及举行宗教仪式

的自由；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与个人和团体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联系的自由。 

再次，《1981 年宣言》对宗教或信仰方面的亲权问题作了规定，这与《公民、政

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第 14 条、《迁徙工人权利公约》第 12

条等有所不同。  

《1981 年宣言》第 5 条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根据他们的宗教或信仰，

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教育来安排家庭生活。所有儿童均应享有按照

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的教育的权利；不得强迫他们接受

违反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之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关于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以 能

符合儿童的利益为准。所有儿童都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受任何形式的基于宗教或信仰

原因的歧视。儿童所受的教育应贯彻谅解、容忍、各国人民友好、和平、博爱和尊重

他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精神，并使他们充分意识到应奉献自由的经历和才能为其同

胞服务。对不在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照管下的儿童，在宗教或信仰问题上，也应适当考

虑到他们所表示的意愿，或任何其它可证明他们意愿的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指导原则

应以 能符合儿童的利益为准。儿童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其各种做法决不能

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照本宣言第 1条第 3款的

规定。 

根据该条规定，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权利之大，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公民、政

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第 4 款的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按照其意愿指导子女宗教或

道德教育），更不用说《儿童权利公约》第 14 条第 2款的规定了（适当考虑儿童的接

受能力等）。儿童在这方面，仅仅处于受益人地位，这一点，也表现在儿童所享有的

其它一些权利上，比如，按照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接受宗教或道德教育（第 1款）；

此外不受强制接受与之不符教育（第 2 款）；受到保护，不受给予宗教或信仰原因的

歧视（第 3 款），等等。当然第 5 条中，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乃至国家也负有一定的义

务，如，对儿童进行宗教或道德教育，应贯彻谅解、容忍、博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或

信仰自由等精神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该条也包含了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儿童、国家三者之间的

一定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1981 年宣言》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享有其它条文

所列宗教或信仰自由，可以自由决定或表明自己的宗教自由，决定子女的宗教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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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包括决定子女的宗教或信仰，是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自己宗教或信仰或表明自己

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法的规定精神上，子女也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

但缺乏行为能力，既不能决定自己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又不能表明自由的宗教信仰，

而只能遵行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或者遵行推定的儿童利益原则兼顾表示过的或

推定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以及享有由此带来的一些利益。 

后，规定了保证条款和限制条款。体现在第 1 条第 2、3 款上：第 1 条（第 2

款）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 1条（第 3款）有表

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

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根据第 1条第

2 款，人人可以自由维持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维持条款），对于维持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不得予以限制。根据第 3款，人人可以自由表明其宗教或信仰，对于表明宗

教或信仰的自由，可以予以限制，但是要实行限制，必须首先采取法律形式，同时必

须出于特定目的、恪守特定限度，包括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等。综上所述： 

第一，宗教或信仰，如同思想和良知，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主

观意志的产物，
①
一旦形成，就不可能随意加以决定、保持、维持、选择、选定、改

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或信仰自由或权利，是一种绝对权利，对此，不应也无法

加以禁止。而对外或向人表达自己的宗教或信仰以及思想和良知等，则属于外部语言

或行为范畴，是其本身意志的产物，因而通过外力往往是可以改变的。 

第二，宗教或信仰本身，包括思想和良知本身，是独立于意志而存在的，是不以

意志为转移的，是怎样就是怎样，对它们进行限制或加以保护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它

们的表达，则是依附于、但并非总是决定于意志的，这种意志的产品或副产品，是可

以并有可能由同样是意志产品或副产品的外力加以改变的，对这类产品或副产品进行

限制和加以保护才是有意义的。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对宗教或信仰以及思想和良知的决定、保持、维持、选择、

选定、改变，同对它们的表达是一样的， 终都是针对意志的，是意志的产物，并可

以和可能通过外力（另一个意志）加以左右的，只不过不同点在于，前者尚停留在精

神领域，后者表现为物质领域。前述维持条款、保持条款、改变条款、选定条款等，

都是规定意志的，可称为决定条款，相应地，表明条款就是规定语言和行为等意志的

                                                        
① 关于意志和意志自由，例如[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0～13 页；[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和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 版，第 4～30 节，等等。

法学方面关于这个的讨论，例如，Kelsen, Hans 1991: General Theory of Norms, trans. Michael Hartney, Oxoford: 
Clarendon Press, pp 31-36, pp 166-167,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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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条款，这两个条款，都是规定关于通过意志来实现其宗教或信仰以及思想和良

知的，所以统称为行使条款。而规定意志所针对的宗教或信仰以及思想和良知的条款，

就是确认条款。 

第四，正因为决定条款所规定的与宗教或信仰以及思想和良知的意志因素尚停留

在精神领域，不会或尚未在外界产生不利后果或影响，所以不需要进行限制，相反因

为这些因素仍可能受到外界的左右，所以为保证完整的意志自由，不仅不能强制，而

应予以保证，这样，决定条款之上就附加了非限制条款，即第 2款关于不受有损于其

维持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制的规定。正因为表明条款所规定的意志因素已经发展到了

外部世界，对外界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既需要保证，又需

要限制，表明条款上也就附加上了限制条款，出现了第 3款关于在一些情况可以或不

可以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规定。 

后，在各类宗教或信仰自由和权利之外，《1981 年宣言》主要目的和直接动机

就在于反对宗教或信仰不容忍和歧视，其直接的任务是消除宗教或信仰不容忍和歧

视，实现这一任务，离不开保证条款。《1981 年宣言》第 3条明确规定，人与人之间

由于宗教或信仰的原因进行歧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是对《联合国宪章》

原则的否定，因而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样做侵犯了经《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并由人

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加以详细阐明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也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

平友好关系设置了障碍。
①
从宗教或信仰自由和权利角度看，不容忍和歧视是严重侵

犯该自由和权利的行为，因而需要加以禁止。为达到此目的、实现此动机，保证条款

是必需的，国家行为也是必需的。 

此外，其它专门公约，如《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行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罪行公约》（《体

育领域种族隔离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

际公约》（《移徙工人权利公约》）以及《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也有涉及宗教自由的

相关规定，如《儿童权利公约》第 14 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

宗教自由的权利。缔约国应尊重父母并于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以下的权利和义务，

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向指导儿童行使其权利。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上述国际人权公约或者宣言等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都包

含了宗教或信仰自由相关条款，规定了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和必要限制、规定了保障

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等，这些文件，对于丰富和发展联合国体系宗教或信仰自由方面

                                                        
① 这条更像序言而不是实体规定。例如，Tahzib 1996: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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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人权标准，对于推动宗教人权国际化进程，指导和规范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

定有关宗教自由的保护措施、保障人们的宗教自由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 

（一）宗教自由入宪的基本情况 

鉴于宗教这一特殊的社会实体的活动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

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对宗教事务进行依法管理,将宗教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成为世界上

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它们的宪法都有宗教自由的有关规定。
①
 

为了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各国宪法关于公民宗教自由的规定大都遵循这些原

则：一是宗教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不分宗教信仰而一律平等；二是宗教与国

家分离，不规定国教；三是宗教与政治法律分离，公民不应因信仰不同而影响其在政

治法律上的地位；四是宗教与教育分离，教育不受宗教干涉,在公立学校中不应设立

宗教课程，不强迫学生作宗教礼拜；五是国家对任何宗教结社（教派、宗派、教团、

修道会、教区等）的宗教团体一视同仁，禁止赋予某宗教团体以特权；六是宗教活动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等；七是宗教团体的权

利、地位及宗教场所和财产受法律保护。
 ②
 

世界上第一部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律是由杰斐逊起草的并由弗吉尼亚州于 1786 

年制定为法律的《宗教自由法案》，而真正将宗教自由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宪法保

护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

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

伸冤的权利。”
③
二战以后，各国宪法纷纷将宗教自由作为本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

入宪法。据有关资料统计，在 142 个颁布宪法的国家中，有 127 个国家规定了公民

的宗教自由或者信仰自由，只有 15 个国家未涉及宗教自由。
④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

交往的日益频繁，宗教自由利的保障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它不再仅是一国宪法的

问题，而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联合国的公约、宣言、决议等文件中对“宗教自由”概念的

表述是统一的、一贯的，但各国的法律在涉及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问题时，对“宗教

自由”概念的表述却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采用“宗教自由” （摩纳

                                                        
① 即使是有些国家在立法上确立某一宗教为国教, 但仍然保护宗教自由，如英国等。 
② 关于世界主要国家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原则的具体条款，参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7 页。 
③ 译文见 http://www.tocatch.info/w/zh-tw/151902.htm． 
④ [荷兰]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 1987 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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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瑞典等）或“思想、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德国、塞浦路斯等）的国际标准表述，

这种表达一目了然，与联合国文件中的表述完全一致。采用此类表述方式的国家是多

数。二是采用“信仰自由”或“信教自由”的表述，但同时对“信仰自由”或“信教

自由”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例如斐济宪法规定，“除非本人同意，不得妨碍任何人

享有其信仰自由。本条所说的信仰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俄罗斯宪法规

定，“保障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其中包括个人与他人一起信仰任何宗教或不

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及其他信仰并根据信仰进行活动的权利”。

三是用 “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但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进行定义，不强

调公民的宗教实践。使用这种独特表述的国家是少数（例如朝鲜等）。 

（二）宪法上宗教自由的普遍性与适当限制 

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它理所当然具有普遍性。其普遍性意味着所有人都平

等享有宗教自由，而不考虑诸如性别、地位、身高、年龄、学历、国籍、守法或者犯

罪等其他因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德黑兰宣言》

等人权公约都明确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

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等。这里充分体现宗教自由

的普遍性特征，即它是一项人人享有的权利。如果宗教自由成为特定集团成员才拥有

的权利，那么，它就不再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宗教自由的权利是所有人享有的普

遍性权利，而不是专属于特定集团成员的权利。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宗教

自由具有受制约性（或界限性）。
①
对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在《论法的

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

事情，而不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它的人也同样会

有这个权利。”
②
 宗教自由首先是信仰（思想）上的自由，从这一角度出发，它是一

项绝对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也无需得到法律的确认。但是宗教自由的价值并

不局限在此，而在于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即宗教行为自由，如参加宗教仪式、出版

宗教书籍、传播宗教等。 

作为表达宗教信仰的宗教自由，即宗教行为自由是一项受限制的权利。要使宗教

                                                        
① 关于这一点，可见林喆：《权利的法哲学——黑格尔法权哲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2～

357 页。在该书的《权利之辩》一文中，作者认为，法律权利的合理界限包含四层含义：首先，法律权利所体现

的个人自由意志是特定的；其次，法律权利的平等只是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社会公平；再次，法律权利与法

律义务密切相关； 后，法律权利的界限由于其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②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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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确实得到保障，就必须让每个人享有参加宗教行为的自由。但是，同所有自由一

样，宗教行为自由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它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以及物质的、精神的

和宗教的自由为限。因此，宗教自由是一项受限制的权利。宗教自由的外在部分，就

进入了与他人和社会交往的领域，成为法律保护和规范的对象，从而具有受制约性。

它除了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制约之外，主要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如

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 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

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①
我国《宪法》第 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

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

由和权利。”根据这一规定，与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

他公民法律权利可能发生冲突的边界点，是宗教自由受制约的理由和宗教自由的界

限。作为基本权的宗教自由，仅受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

或他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这类限制约束。 

（三）宗教自由宪法保障中的国家义务 

大致说来，国家的目的和使命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施政措施对全体国民而言都

是好的；二是对一部分国民而言是好的，对一部分国民则是坏的；三是对所有的国民

都是坏的。第三种情形固然不足取，而第一种情形则难以达到。只要将大多数国民的

幸福的普遍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和使命，国家就意味着是个正当的国家。  

现代国家的主权一般属于人民，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不受侵

犯，实为国家的第一要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

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 大幸福；因为，我

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 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 糟的城邦里 有可

能找到不正义。……当前我认为我们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的模型来，但不是

支离破碎地铸造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②
不言而

喻，宗教自由作为人类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应当受到各国宪法和

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尊重和保护人权自然也成为了国家的一项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也

是人民主权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国家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也就成为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应有之意。这里，我们从国际人权公约和政教分离两个角度分析尊重和保

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 

                                                        
①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61 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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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许多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

了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但国家保护宗教自由的义务主要规定在《消除基于宗教

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之中。《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

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又称为《1981 年宣言》，是联合国关于专门保障宗教自

由的国际性文件，规定了现代国家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1981 年宣言》

中的保证条款主要体现为义务条款，而且主要是国家义务条款。主要包括： 

第一，国家作为义务条款。例如，第 4条第 2款规定，所有国家在必要时，均应

致力于制定或废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反对

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它信仰原因的不容忍现象。又如，第 7条规定，本宣言所列的

各种权利和自由应列入国家立法中，务使实际上人人都能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①
 据

此，各成员国理应调整各自国内立法或采取适当措施，规定宗教或信仰自由，禁止或

反对宗教、信仰歧视或不容忍。这类义务条款，侧重点在于各国按照国际法的要求，

为保障宗教或信仰自由，应当作出哪些行为。这类行为可以是上述立法行为或采取一

定措施的行为，可以是为正常宗教或信仰自由提供物质条件的行为，也可以是排除妨

碍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行为，还可以是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行为等。此外国家应尽

的义务还包括：提供物质条件的情况，如国家应当提供与圣物、饮食等相关的对象或

场所等；排除妨碍的情况，如国家有义务制止任何个人或群体做出任何不利的区分或

给予特惠，因为，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作出区分和给予特惠，本身就是妨害了这种自

由；追究责任的情况，如国家为履行其义务，应当出台具有预防和救济性质的法律规

定，包括刑事制裁，这就是说，对于不法行为，国家应当出台刑事法律，追究其责任。 

第二，国家不作为义务条款。例如，第 2条第 1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团

体或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其它信仰为理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其中，不仅规定了国家

的不作为义务，同时规定了机关、团体或个人的不作为义务。
②
 又如，第 8条规定，

本宣言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对《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

任何权利有所限制和克减。这条规定是保留（例外）条款。《1981 年宣言》第 2条第

1款属于非歧视条款，第 8条属于解释限制条款，这类条款，侧重点在于各国按照国

际法的要求，为保障宗教或信仰自由，不应当作出哪些行为，更直接地，国际法禁止

国家作出哪些行为。除此而外，属于国家不作为义务款的，还可能是非禁止、非限制、

非强制、非强迫、非干涉、非侵犯、非克减等条款。非禁止条款，如对于与宗教或信

                                                        
① 第 7 条是“薄弱的条文，起草得很糟”，其用意在于“防止《1981 年宣言》的规定落入空头许诺”，但绝

难替代小组委员会宣言草案和人权委员会工作组宣言草案第 3条的规定。Tahzib 1996: p 184. 

② 因此在第 2条第 1款，“文字是有缺陷的”，“也引发了问题”，总之，争议较大。例如，Lerner, in van der 

Vyver, & Witte 1996: pp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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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有关的婚姻，不得加以禁止或予以否认。非强制条款，如任何人不受强制，而享有

维持其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显然，国家不得强制选择或不选择某种宗教或信仰。非

强迫条款，如国家不得强迫儿童接受违反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的教育。其它至于

非干涉、非侵犯、非克减条款，比较常见，不再举例。其实，现实要比上述所列举的

情形要复杂得多，保证条款也并不局限于义务条款。 

2.政教分离制度下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现代大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

离，这是宪政的必然要求。政教分离要求实现世俗政权和宗教精神领域的分离，防止

国家和宗教相互之间的不必要的干涉，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宗教自由的落实。政教

分离不能免除一国政府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义务。在政教分离制度之下，国家

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义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不能建立国教。所谓国教，是由宪法明确规定的作为国家正统信仰

的宗教或教派。设有国教的国家，国教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高于其它宗教或教派，国家

往往从各方面鼓励和支持国教。一般来说，国教意味着特殊的社会地位，这必然会对

信仰其它宗教的人们造成无形的压力，影响公民自由选择宗教和坚持自己的宗教信

仰，甚至妨碍公民宗教自由的实现。因此，现代世俗国家普遍遵循不设国教的原则，

许多国家还把这一原则写入宪法。 

第二，国家平等地对待各种宗教和教派，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为了真正落实

政教分离，国家应当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对一切宗教和教派一视同仁，给一切宗

教信仰以同等的尊重，给一切宗教信仰的公民相同的机会。既不偏袒也不歧视任何宗

教，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宗教凌驾于其它宗教之上。禁止任何宗教团体享有国家赋予的

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厚此薄彼的做法和态度，不仅不能有效的平衡各宗教

之间的关系，而且会导致其对国家的不满和相互之间的不满，从而造成各宗教之间的

敌对情绪，这必然会破坏各宗教和谐相处。 

第三，禁止国家机关开展或者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得对其进行资助。国家可以设

置机构管理某些宗教事务，但这些机构不能参与宗教活动。也即是说，宗教事业应由

宗教组织自主办理，国家不得直接参与或者操办。政府及其官员不得以政府身份参与

宗教活动。此外，国家不得在世俗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这也是国家不介入宗教的应有

之意，当然，这不排除在世俗学校向学生进行宗教知识的一般传播。 

三、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意义 

历史上不乏因侵犯和压制宗教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中世纪教会对不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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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压制和迫害引发了多次宗教冲突、甚至战争，国家也因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教派

而使其卷入宗教争执之中，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动荡和灾难。今天，宗教自由

利的重要性已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及其公民所认识，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已成为各国宪

法和法律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现代民主宪政社会，确立和保护宗教自由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宗教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 

宪政国家的一切作为，须以促进或保护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这也是国家存在

的根本意义。而“自我实现”涉及“自我发展”与“自我决定”两个要素，国家除了

有义务创造一种适合人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之外，尤其应注意其行为应以维护或尊重

个人的自我决定为目的。因此，宪法规定国家的行为界限，明示基本权利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保障个人自我决定权不受非法干涉。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进行，其生命应如何

展现——即关于个人生命的 终价值决定——是取决于个人，而非国家。所以，宪法

上许多的价值决定（包括基本权利在内），都必须与维护个人自我决定的根本价值相

一致。而通过主张各项基本权利，个人相关的自我决定才能获得确保，这也是所有基

本权利应受根本法保护的真正原因。 

毋庸置疑，信仰宗教与否本身就是人的重要的自我决定。也就是说，它往往涉及

了个人对自我的理解及对其生活的安排。对这一决定自由的限制或干涉，将连带而全

面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领域。而且，对个人而言，这一重要决定通常是没有取代可能

性的：任何人无法也不应代替他人作出信仰决定（父母或者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宗

教信仰决定是这里的特殊情况，与这一点并不矛盾），因此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给予

特别保护。 

在宪政上，人的自我实现同时关涉着人的尊严。在宪法上，宗教自由是和人的尊

严紧密相关的权利，它是人的尊严的直接体现。德国基本法在其第１条规定：人的尊

严不可侵害，对其尊重与保护为国家各权力的义务。“人的尊严”含义之 好解释体

现在康德“人即目的本身”的人性观之中。康德以人类理性本质，深化人性尊严，并

以道德上自治为重要的准则。尊重人的道德自治从根本上说，就是尊重人内心的道德

判断，以及道德乃至宗教信仰。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一样，是自由权利体系的逻辑起

点，个人首先是感到了内心的独立性才会产生外在自由权的要求。宗教自由要求内心

的思考和信仰以及行为服从这个 高的“超我”，而不是听从外在的命令。人有独立

的思想，必要表达于外，同声相求。因此，宗教自由，也要求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

结社自由等权利。平等、自由等是宪法的基本价值，而许多宗教教义蕴涵着这些价值，

通过法律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平等、自由等宪法基本价值的实现。同时，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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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不仅有利于民众信仰的表达，而且有利于个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实现。宗教

团体的自治是宗教自由的当然内涵，通过这些培养人们的自治意识，从而树立公民意

识，破除顺民意识，通过宪法实现抵抗非法权利。这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同时，这一成果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宪政的发展与完善。 

（二）宗教自由是落实人权的需要 

宗教自由是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

障。宗教信仰是人的基本需要，它关乎人的尊严。每个人都具有人格尊严，都应为其

人格负责，受自己天性的驱使去选择宗教信仰。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强迫任何人违

反其良心行事。托马斯·弗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一书中说，“真正的宗教自由，只

有在各种宗教都被作为人类多样性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受到尊重的社会气氛中，才能

得到实现。”
①
因此，从本质上说，宗教自由奠基于人格尊严本身，不受非法限制。在

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以“维持正统”为名，对教义采取统一解释，限制了人们的信仰

自由，要求每个人信仰特定的宗教。教徒由于被剥夺了对教义的解释权而不可能直接

与上帝对话，这必然导致宗教的垄断和思想的禁锢。宗教自由制度的出现 终解除了

宗教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强制和教会依附，为个人自由特别是心灵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依据自己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行动，而

无须听从特定政策、国家权力以及教会的强制安排。宗教自由使每个教徒可以选择他

认为值得崇拜的神并在生活中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与神交流

思想和感情，从根本上防止了宗教垄断和思想禁锢带来的心灵依附。正如汤因比所言，

“宗教的领域才能给人们以完全的自由。”
②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确认宗教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明确规定

对之进行保护。宗教自由作为人的思想信仰，构成人权的组成部分。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完全是由个人选择的事情，国家应给予保护。现代国家都纷纷通过宪法、行

政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来保障宗教自由，因此，宗教自由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和

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此外，宗教自由也与促进其它基本人权息息相关。由于宗教自由具有“背景性权

利”的性质，保障宗教自由实现必将同时对公民的思想自由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予以保护，从而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政府

通过法治保护这些与宗教自由 密切相关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民主发展的温床，

                                                        
① [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版，第 55 页。 
②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 1999 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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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利于推进民主体制和民主程序，还可弘扬民主风气， 终发展成 高的自由—

—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的根本原则是政教分离，要求宗教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并排斥

国家权力对宗教信仰的非法限制。由此可见，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 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

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①
同时，《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
②
正确与妥当的处理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这“五大关系”，以及实现“注重促进

人的心理和谐”和良好的社会心态，都离不开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离不开宗教

自由的法律保障。 

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就是以保障公民和自然人的宗教信仰、维护宗教和睦与社

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目的，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形式，把公民的宗教自由、宗

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校、出版宗教

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等方面诸多权利规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从而保障这些法律规定的实

现。这在我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是少数，所以需要特别的保护。

当然这不是不尊重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恰恰是为了贯彻和保障信仰宗教的和不信仰宗

教的公民之间的平等而做的选择。通过这些规范的落实，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有利

于保障信仰宗教的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睦相处，实现社会和谐。 
                                                        

① 把“ 宗教关系” 列入五个重大关系之中，表明中央已将处理好宗教问题视为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

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促进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这“ 五大关系” 的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事关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 宗教关系” 作为反映社会不同成员和

群体的社会存在状态的一个方面，从来没有被提到像今天这样重要的程度。 
② 这一论断强调和谐社会不仅是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安定，也包括社会成员心理的健康、和谐。

和谐社会孕育心理和谐，心理和谐造就和谐社会。促进和保持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题中应有之义。人的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心理和谐是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集中表现为人对内协调和对外适应。心理的和谐状态能够为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宗教具有心理调适功能，从这个意义上，也需要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 
宗教自由具有排解社会矛盾和形成良善风气的功能和作用。宗教信仰具有观念性、神秘性、群众性、历史性、

国际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一般来说，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有可能滋生宗教信仰。

在社会尚未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完全消失，人类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之时，宗教信仰的存在

是长期的。而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有利于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有利于规范和调整宗教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有

利于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 

此外，我国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的讲话也证明了宗教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他指出：“一部世界宗教发展史

反复表明，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又可以引发社会

冲突”。参见叶小文：《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新华文摘》200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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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有利于不同宗教之间、信教和不信教之间、同一宗教之间

的和谐。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要求加强宗教法治建设，就是通过宗教立法，体现各

宗教一律平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律平等。无论是谁都没有特权，各宗教不分大小，

一律平等；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一律平等（不论人数多少），他

们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各种宗教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与不信仰宗教的

公民一律平等以平等地位，目的在于防止因宗教发展的不平衡性而造成的不必要纷

争。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多种宗教，各个宗教的力量和影响力有大有小，各个国家处

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在中国这样一种宗教管理模式下，应当给每一种合法的

宗教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因为宗教平等实质上体现的是宗教信仰者社会地位的平

等。这些不仅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宗教执法、守法和司法上

的平等对待。 

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有利于提升人的道德和人格完善，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

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实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前言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需要加强宗教法治建设，就是要在充分利用法律手

段保障宗教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宗教对于个人、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宗教之长弥

补法治之短，以宗教之善弥补人性之失，进而促使人的自我完善，同时亦促使法治

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有利于保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现，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四）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国际之间的友好交往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宗教不仅是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精神纽带之一，而且是

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五大宗教尤其是佛教起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古代陆上和水上的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和宗教之路，中外

僧人为了取经和传法，奔波于东西之路，沟通了中国和印度、中原与西域文化，其历

史功绩不可磨灭。中外僧人首先把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使佛教在中国结出了丰硕

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佛教又从中国东传到朝鲜、日本、越南

等国，同当地文化相结合，又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文化，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

南传上座部佛教加强了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联系，时至今日，佛教仍然是亚洲东

部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比如 2006 年 7 月 4 日美国 500 名少林俗家弟子在少林

寺举行了隆重的归山朝圣，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许

多功绩卓绝的僧人，如鸠摩罗什、法显、菩提达摩、玄奘、鉴真等，他们的事迹标炳

于青史，世代受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很难想象，如果宗教自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在宗教活动很难正常举行的情况下，宗教还能否促进国际之间的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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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化使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就宗教领域来说，除我国等少数国家外，

其他国家中 90%以上的公民都不同程度地信仰某种宗教，而大多数国家在宗教自由方

面的立法相当完备，这给我国加强和完善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

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压力。
①
目前，世界国家非常重视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各国

对宗教自由的保障机制非常完善。同时就国际公约来看，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第 18 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

之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

仰之自由。”1966 年《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8 条规定：“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

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项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风化或他

人之基本权利自由所必须为限。”
②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应当重视并加强宗教法治建

设，与国际接轨，落实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规范并保护我国与国际关于宗教文化和

宗教活动方面的正常交往。这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友好交往。

                                                        
① 压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国家和地区企图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

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与国际接轨，妥当地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增进我国人民与

世界其它国家人民的友谊。 

② 参见《中国人权百科全书·宗教自由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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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 

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如何保护宗教自由实现的基础性原理，具

有本源的综合性和稳定性，是贯彻宗教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始终，具有根本性指导

意义的原则性规范。它对于促使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

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或出发点，对于相关法律的制定和理解相关

的法律规则具有指导意义。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判案依

据；如果没有相关的规则，它可以作为直接审理宗教自由案件的审判依据。近代以来，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主

要有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等，它们之间是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一、宗教自由原则 

国际人权公约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各国宪法和法律也大都对

其作出相应规定，这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宗教自由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

是一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不少国家在宗教立法中都规定了宗教自由原则，

特别是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和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

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发表，宗教自由原则的精神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在立法和

实践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的权利。“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

是我们极少的几种绝对权利之一。政府无权强迫接受或检查任何宗教信仰。”
①
虽然说

宗教自由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但是，政府对于宗教自由的干涉是有限度的。 

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宗教自由加以干预？这可以引用密尔著名的伤害原

则。密尔指出：“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

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

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

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

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

                                                        
① [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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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①由此可见，如果仅为行为人内部的宗教信仰，国家不能采取任何干预的措施，

因为信仰的对错，完全应交由当事人来自行判断；只有当那些宗教行为损害了他人的

利益时，国家和法律才有干预的必要。比如“每日伤害一人”的宗教信条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信奉“每日伤害一人”的宗教信条之所以要被国家权力干预，并不是宗教

自由受到干涉或者迫害，是因为其伤害别人的行为受到干涉。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所

谓宗教自由，和公民的其他自由权利一样，是有其范围和界限的。任何一个宗教团体

或教徒，它或他享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的。它或他只

能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自在”，如果超越出那个范围就不可以了，国家权力就要干涉；

如果在那个范围内，国家权力不但不得干预，而且有责任给予保障。 

宗教自由和一定的社会义务也是必行不悖的。宗教自由无论是作为权利本身，还

是作为宪法保障的基本原则，都需要行为人进行一定的义务行为。这种义务既可以作

为形式的，也可是以不作为形式的。一般认为，把握宗教自由界限必须基于如下三个

方面：（1）任何一教的信仰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自由。也就是任何一个

人的信教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个人的信教自由，其背后的基础是人人平等的理念。

（2）宗教自由不得侵害其他人的自由权利。其道理与其他的自由不得侵害宗教自由

一样，宗教自由之所以成为公民权利的理由，也正是其他公民权利确定的理由。也就

是说，它们是站在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上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就像各宗教之间的平等

一样，不能有轻重贵贱之分。（3）宗教自由不得破坏为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整个

世界）成员幸福所必需的其他价值理想。在不违背这三个大原则下的宗教自由，不能

也不应该受到国家权力干预。 

宗教自由也不意味着可以推行宗教偏见。霍尔巴赫就明确提到：“根据哪些征候

可以确信宗教偏见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因而必须限制宗教偏见的影响呢？我回答说：

如果宗教仪式举行得过多以致妨害社会的劳动生活，如果宗教认为活动有功，而实际

上却毫无益处，如果宗教迷信妨碍人口增长，如果宗教在人与人之间造成敌意和不睦，

如果宗教以神的名义煽起叛乱和暴动，如果宗教导致劳动者受掠夺而使懒汉发财致

富，如果神职人员违法乱纪并且借口他们服从神权旨意拒不服从社会权力——那末这

些现象都是证据说明宗教偏见只能对社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健

全的政治不支持宗教偏见，而只应削弱或减少它们对公民心灵的影响。”②可见，宗教

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当宗教的偏执或负面作用影响着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

福时，就可以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使宗教发展能够走上正常的轨道。 

                                                        
①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0 页。 
② [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332～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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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原则具有普适性，不仅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宪法性原则，而且为我国

宪法所吸收。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

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

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

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这表明我国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这里的宗

教自由不仅包括内在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也包括外在的宗教行为自由。总之，不论

信教或者不信教，不论信什么教，公民自己完全应当自由决定。 

二、平等保护原则 

平等保护原则，也称非歧视原则。“法律法则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一般的，

它对或大或小范围内的人和场合总是一视同仁。虽然法律的专门化可能一如既往地深

入发展，但在任何程度上，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规范的一般性都是法律的本质”。
①
作

为宪法基本原则，平等保护是一切法律必须遵守的原则，当然也是宗教自由法律保障

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即对于不同的

宗教之间或者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之间，国家不得恣意地实施差别待遇。宗教自

由的平等保护是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自由平等保护原则适用的实

质是其归类问题，要满足平等保护原则的要求，合理的归类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实

行歧视。 

世界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都把平等保护原则作为 基本的原则规定下来。《世界

人权宣言》第 1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

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与自由、平等、博爱、理性、良知等天赋人权一

样，宗教自由也是天赋的，而且人人平等享有。第 2条第 1款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

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

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同时，第 7条规定，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

以免受到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可见，作为

天赋权利的宗教自由，是人人平等享有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允许歧视或以宗教

为由实行差别对待的。平等保护与禁止歧视二者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规定任何国家、机

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其他信仰为理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人与人之间由于

                                                        
①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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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或信仰原因进行歧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

否定，因而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经《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并由有关人权

的各项国际公约加以详细阐明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也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平

友好关系设置了障碍。凡在公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有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所有国家均

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消除。在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定或废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

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反对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原因的

不容忍现象。 

对宗教信仰的不歧视也体现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宗教法规中，如《菲律宾宪法》

第 5 条规定：“不得通过任何关于设立宗教机构或禁止其活动的法律，不抱歧视或偏

见，自由信奉宗教及举行宗教仪式，应受到允许。公民权利或政治权利的行使不得附

带宗教考察的要求。”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渴望的是平等，即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身

份、地位、教育层次等方面的不同而受着不同的对待，参与关系的各方都将他人视为

值得尊敬的对方。总之，社会关系应然的行为尺度就是平等，而“平等主要是基于对

人的尊重”。①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明确要求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

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特别要强调保

护在信教地区的不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少数人的地位而受到

不公正的待遇，反之，也是如此。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派系之间也要互相

宽容，和平共处。宗教基本法应体现出保护特色，使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感受到

国家对他们的信任和关怀。 

除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信教公民的合

法权益，保护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宗教文化外，在具体条文的表述上要注意技巧，能从

正面、保护的角度提出的，就不宜用限制、惩罚的措词，尽量使用信教公民满意的术

语，避免伤害信教公民的感情，禁止以宗教信仰为由的歧视现象。《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确定人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受法律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

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

正当需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

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 

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要求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和各种社会生活中），都不得以宗教信仰的理由对任何人加以

                                                        
① [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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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其实，宗教歧视在现实中是经常发生的。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宪法平等原则

在宗教自由上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以立法为例，宗教平等原则要求坚持民主立法，

各宗教一律平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律平等。在进行宗教立法时，要坚持民主和平

等原则，即在我国，各宗教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正如列宁所说：“不应该有什么‘占

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教会。一切宗教，一切教会，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
①
信

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一律平等，他们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此，列

宁指出：“党纲草案中规定，全体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等，都享有平

等的权利。”
②
“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

③

其目的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教制宜，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与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一律平等，他们都享有真正平等的权利，做到彼此平等且相互尊重。 

近日，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发生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的消息迅速成为媒体关注

的焦点。据 5月 9日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为了“惩治穆斯林囚犯”，美军

把《古兰经》放进厕所，甚至将书籍一页一页撕毁后冲入便池。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

起了各国穆斯林的强烈愤慨。此次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无疑是美军虐俘行为的又

一登峰造极之作，其策略已由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上升到了对信仰的亵渎。
④
应当说，

美国在宗教自由等方面的人权保障上是非常发达的，也不能排除这样事件的发生。这

说明了平等保护和尊重别人的宗教自由，而不是歧视别人的宗教自由的困难，这也是

人类的弱点，需要通过法律等制度去控制，从而实现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 

长期以来，宗教问题与民族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酿造矛盾与冲突的诱因。

该类冲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等对待的后果。坚持宗教自由平等保护的基本原

则，有利于信教公民或不信教公民以及各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教派间应互相尊

重，既有利于化解宗教纠纷，又符合平等自由的社会理念。 

三、国家中立原则 

实现宗教自由，需要国家对有关人的宗教信仰自我实现事务作决定时，应当坚持

中立性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在对此事务的提供环境或促进发展等作决定时，不能以

国家本身或某种特定的宗教事务为目的，应当坚持多元且平等开放的立场，以各个宗

教事务自我理解的开展为目的。在此，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意味着，国家在自由多元而

开放的社会中，对其多元存在、且互具竞争性的各种宗教信仰的成立、接受或支持，
                                                        

①《列宁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2 版，第 150～151 页。 
②《列宁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2 版，第 43～44 页。 
③《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2 页。 
④ 参见李潇：《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 谁在破坏宗教自由》，《人民日报》2005 年 05 月 1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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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自我节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必须作为所有人的宗教得以开展的家园，不受特

定宗教信仰的影响，而促进所有人在多元社会中 大可能的宗教自由的自我实现。“从

内在意义说，宗教自由的精神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人的宗教是同他 内心深处

的思想感情并列的。它是他本人对生活、对人类、对世界、对他自己的起源和命运所

持的态度的 具体表现。因此，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不是充满个性的；宗教越是被承

认为精神的，当任何人企图把一种宗教强加于人时，矛盾就越是突出。”①在这其中，

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自然也不拥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力，尤其是对相互

共存、教义不同的宗教而言，不能在立场上有所偏颇，而应当保持中立的立场，平等

地对待不同的宗教。 

国家宗教中立性原则具有两种不同形式： 

首先，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意味着，国家不能对有关宗教信仰认同的信仰事务加以

侵犯。国家的宗教中立性乃是相对于人们信仰价值的多元性，而对国家所作的限制。

这样的限制对国家产生双重的认同禁止：一是就宗教或信仰团体而言，相对于所有的

宗教信仰团体而言，国家不允许只去认同某个特定有关宗教信仰的团体。二是就宗教

信仰而言，相对于所有的宗教信仰而言，国家不允许只去认同某个特定有关宗教信仰

的认知内容。这表明国家无权去赞同或反对一个有关宗教信仰事务的认知。也就是说，

人们对此等涉及内在精神意识的宗教信仰事务，并没有对国家授权或委托。在这个意

义上，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是消极的，体现于国家对此等涉及内在精神意识的宗教信仰

事务的认同，应当遵守保持距离的宗教中立性。
②
在美国宪法判例中，联邦 高法院

认为，宪法上确立禁止建立国教，实际上就是在宪法上“建立了一堵分隔教会和国家

之墙，禁止制定任何法律或采取任何政府行动给予宗教以任何好处，即使对所有教派

一视同仁的好处也不行”。③宗教既属于纯粹的私人事务，就不容许公共权力予以介入。 

其次，国家宗教中立性是指国家对于人们处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负有使人们

获得宗教信仰得以自由实现的多元信仰空间的保护任务。在此，则通过国家的法秩序，

保障人们有关宗教或世界观信仰的自由开展，而使个人在真正探求内心自我的精神与

道德人格开展过程中，自由选择与决定其宗教或世界观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

宗教中立性是积极的，体现在国家通过提供法秩序保护人们自由开展宗教或世界观信

仰，从而产生一个国家扩展的宗教中立性。也就是说，相对于所有的宗教或世界观信

                                                        
①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2～13 页。 
② 参见许育典：《论宗教自由的保障与实质法治国的实践：评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 490 号解释》，载刘孔中、

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 3 辑)(上册)，“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2 年版，第

290 页以下。 

③ [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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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团体而言，国家应该通过法秩序，去积极地形成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活动空间，使

所有的宗教或世界观信仰团体在国家法秩序的规范下，自由且平等地进行宗教或世界

观信仰活动。 

上述国家宗教中立性的两种形式有密切的关系。第一种形式体现于民主国家中的

平等性及优位排除上，而第二种形式体现于法治国家中的多样自由性。二者有其内在

的联系，因为自由的法治国乃将平等在其自由的基本意义与核心范围作为平等的自

由，而将自由作为自由开展机会的平等。国家的宗教中立性这两种形式体现，成为宗

教平等共享与宗教自由开展的保障，生长上具有互相补充的多样性。
①
 

后，需要指出的是，宗教自由与国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则，是一种具有交互作用

的宪法对宗教活动领域的保护。一方面，只有当国家保持宗教中立性而不干涉宗教的

事务，宗教自由才有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宗教自由的保障下，国家本身不

与现存的某一个宗教团体为伍，国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则才能实现。 

在国家宗教中立性原则的实践上，我国相对于西方文化世界长久以来因国家的宗

教不中立而多有纷争，基本上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问题，这也与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等

传统宗教的包容性有密切关系。 

而从“中立”涉及的场合而言，可将宗教自由的国家中立分解为三方面，即立法

中立、行政中立与司法中立。国家的中立首先就表现在立法的中立。对于法律的制定

而言，任何宗教都应当予以同等保护，在这其中，不允许对不同的宗教之间加以区别

性甚至歧视性对待，保持国家立法的超然； 其次，国家中立也表现为行政中立。行

政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而行政能够承担起这一职责，是与其自身的中立、超

脱密不可分的。行政机关作为宗教事务的管理机关，必须本着中立的立场行使，不能

得不同的宗教之间厚此薄彼。再者，司法的中立当然也是国家中立的题中之义。在法

理上，司法中立意味着法院超脱于当事人双方，不得偏袒一方当事人。严格说来，“司

法权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在公众利益和公民权利间保持公正的平衡，无论其社会地位

高低，也无论他有权有势还是平民百姓。”
②
 就此而言，对于所有进入司法程序的司

法案件，法院必须加以公平、公正的处理。 

四、宗教宽容原则 

“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意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
                                                        

① 参见许育典：《论宗教自由的保障与实质法治国的实践：评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 490 号解释》，载刘孔中、

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 3 辑)(上册)，“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2 年版，第

292 页以下。 

② [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胡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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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①在各种论述宽容的文献中，

对宽容问题的讨论 多也可能是 早的，是宗教宽容。 

宗教宽容容许别人有在宗教信仰方面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

观点的宗教信仰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宗教宽容原则不仅是“容忍”，而且包含了

“尊重”，不能相互贬低、更不能相互攻击等，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和保

护。宽容首先是国家的一种义务，被宽容的主体是那些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人或

团体，尤其是少数人和弱者。在国家宗教中立性原则的前提下，宗教自由的实现同时

也离不开国家的宗教宽容，即国家能够宽容、尊重并保护不同宗教，尤其是少数或弱

势宗教。国家宽容是通过平等权来实现的。现代宪法不仅规定宪法的平等权，同时为

了确切地保障宽容理念的实现，更侧重于对少数人和弱者的保护，限制和防止多数人

的暴政。对少数人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法律文本中，也体现在司法保护中。司法保护可

能是保障少数人权利 为现实的途径之一。 

宗教宽容在宪法上被确立为宗教自由的原则之一，走过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

路。房龙认为，人类早期不存在宽容，“在丛林法则下，每个群体为了求生存，都必

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这不过是

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②正是由于宗教不宽容，西方宗教在历史上曾有过血的教

训。早期基督教受到罗马宗教的迫害，而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借宽容之名大肆迫害异端；

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清教徒们到达美洲大陆后却禁止人们信仰其他宗教。宗教自由的历

史告诉我们，容忍的态度是 难得， 稀有的。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排异的，不喜欢

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可见，不容忍代表着人们不

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

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认为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

教。这正如一个政治团体总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

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样。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就是有力的证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加

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

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

容忍之路，他们不容许别人批评他们的新教。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之后的

1553 年 10 月 23 日，居然把一个有着独立思想，敢于批评加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

                                                        
① 转引自[美]房龙：《宽容》，郭兵等译，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转引自[美]房龙：《宽容》，郭兵等译，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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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活活烧死。①血的

教训使得当时人们不断思考宗教宽容问题，直到 17 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才确立

了宗教宽容的政治原则。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认为，“宽容”是充满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宽容是

有限度的，超过了某个限度，宽容即为不明智和非正义行为。另一方面，宽容又是一

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道德原则。为此他认为，宗教宽容是指“每个人对

宗教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见，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要崇拜的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

宗教。教会或任何人或任何权威都没有权利或权力为此去加以逼害。”②在此，宽容包

括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就个人而言，宽容是对异己的尊重；就社会而言，尤其是对

于教会而言，应当宽容那些不信仰本教以及信仰他教的人们。洛克还认为宽容是合乎

基督教仁爱精神的，他反对暴力和不宽容，主张宽容应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要求政

教分离，国家是人们为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自已的利益而组成的，政府的职能只在

于平等地行使法律、保护所有权、惩治违法，逾越这个界限去干预公民信仰的份内事

是不允许的和徒劳的，只有公民信仰损害了社会利益时，它才有权干涉。这种理解不

把国家目的神圣化，不把国家职能无限扩大，显然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宗教自由的历史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

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

“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 为难得， 不容易养成的雅

量。这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莫不如此。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接受自

主的重要性，宽容的必要性似乎便不难理解。即使他人有充分的理由认同或反对某种

生活方式，也不应强迫一个理性自主的人接受，因为这样会侵犯他的自由意志，将他

只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来看待。而对自主的重视，亦可反过来支持多元的重要。一方面，

自主的人会自然地追求不同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实践个人自主，也要

求一个多元的社会，令得个人有足够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③宗教作为一种特定主体

的独特生活方式，本身就必须得到他人的尊重。 

各社会主体之间也应当彼此宽容，国家的宗教宽容离不开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宗教

或世界观信仰的宽容。只有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宗教或世界观信仰予以宽容，国家的宗

教宽容原则才有可能落实。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成员与少数团体的宗教或世界观的差

异性，必然造成多元社会中不同宗教信仰不可避免的冲突问题。解决此冲突，国家的

                                                        
① [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任晓晋等译，西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2～135 页。 
② [英]洛克：《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③ 周保松：《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5 年第 2 期·总第 22 辑)，商务

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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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宽容要求我们容忍那些被我们判定为道德上为错或有

误的东西──行动、行为和状况。”
①
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宗教信仰或世界观等不同宗

教事务问题的当事人，因此国家更应积极扮演宽容的保护者角色。如果连非当事人都

不能宽容，当事人的纷争就会更激烈。可见，在宗教信仰或世界观问题方面，尤其是

与人们内在精神自由的自我实现密切相关，国家或社会大多数成员更应该坚守宽容原

则，以利于宗教自由活动的开展。 

此外，国家的宗教宽容原则也涉及到积极宗教自由与消极宗教自由的冲突，尤其

是在同一公共空间中，社会中多数主流的宗教信仰者的积极从事宗教信仰的作为与少

数非主流的宗教信仰者的消极不作为容易产生冲突。国家的宗教宽容原则正是在保障

人们的宗教自由的保护并不因为其占社会上的多数或少数而受到影响。国家的宗教宽

容原则在占社会上多数的宗教信仰者压迫其它少数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时，显得特别重

要。积极宗教自由与消极宗教自由的冲突以及国家宗教宽容原则的问题的核心内容主

要是涉及民主制度的多数决问题：当国家的立场（比如制定法律）与倾向主张积极宗

教自由的立场一致时，而这个立场又是一国内多数人宗教信仰的立场时，国家必须基

于国家宗教宽容原则，同时也保障一国内少数人宗教信仰的消极宗教自由。 

当然，在主张国家宗教宽容的同时，信仰宗教者和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之间也应该

做到彼此尊重和宽容，任何人（包括信仰宗教者和不信仰宗教的人们）在主张正当诉

求的时候，也应该学会妥协与兼爱精神，不应该一味地偏执己见，多一点宽容，少一

分刻薄；多一点理解，少一些对抗；多一点沟通，少一些隔阂；多一点和气，少一些

激愤；多一点和解，少一些冲突；多一点换位思考，少一些私利算计。这样，社会就

会沿着健康、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良性地发展下去，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法治的进

步与繁荣， 终会实现人们的宗教自由和社会的和谐。反之，执着于偏激狭隘就很有

可能误入歧途，甚至会酿成大祸，害人害己，乃至威胁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秩序，

同时宗教自由也无法实现。 

此外，国家相互之间也应当做到宗教宽容。
②
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和不容

忍现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仍未绝迹，相反，在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伊朗和巴基

斯坦等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形势仍旧不容乐观，偏见与狭隘已经引起公开的仇

恨、迫害和压制。这种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同无知和缺乏理解、宗教狂热冲突、滥

用或误用其宗教或信仰、历史发展、社会张力、政府官僚、缺乏对话等因素密切相联。

                                                        
① [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吴增定、刘凤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② 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抵制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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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此可见，国家相互之间做到宗教宽容尤为迫切。 

在国家宗教宽容原则的实践上，我国相对于西方文化世界长久以来因国家的宗教

不宽容而多有纷争，除清末教案、国家消灭白莲教外，基本上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和

争议。

                                                        
① Tahzib 1996: pp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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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一、政教分离制度 

（一）政教分离制度的产生 

政教关系即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与一国

的传统、文化等有密切关系。目前，就世界范围而言，宗教与社会政体即国家的关系

表现为政教合一、政教协约和政教分离三种模式。 

政教合一模式。这种模式在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信奉基督宗教的西

方国家中存在，在东南亚一些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亦存在。在现代社会，除梵蒂冈

是政教一体外，政教合一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将某一主要宗教奉为“国教”，但国家

高权威并非宗教领袖，更不是神职人员；或者，国王或国家元首虽为宗教领袖，却只

有象征性的世俗或宗教权力。这在目前一些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中比较普遍。

在西方保持这种国家教会的国家有英国、丹麦、瑞典等，尤其是英国较为典型。它以

基督教圣公会为国教，英国女王为其 高首领。但在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中，英王在

政界和宗教界只是一种象征，而并未掌握实质性权力。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国王

等国家元首与宗教领袖并立，二者各有影响，相互制约，并没有达到任何一方的绝对

权威。 

政教协约模式。这在欧洲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中存在，它是欧洲

尤其是西欧由近代政教合一走向现代政教分离进程中的产物，或者可以说为一种过渡

形态。原来意大利、西班牙等均以天主教为国教，随着天主教失去其国教地位，这些

国家则以政教协约、协定、某种非官方或实际上的友好协商来重新确定其与天主教会

的关系。例如，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于 1984 年签署一项协定以取代 1929 年的拉特兰

协定，新协定规定国家和教会应“相互独立，各自享有主权”，天主教不再作为意大

利的国教，罗马也不再是其“圣城”。而且，协定还改变了过去“宗教教育为强制性

教育”的规定，承认国立学校的学生有选择是否接受这一教育的权利。 

政教分离模式（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政教分离制度是政教关系的一种

表现形式，它既是一项原则，又是一项制度。这是目前大多数现代国家采取的方式，

它反映宗教与国家、与政治和政权的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模式在多种宗教并存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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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多元现象的国家存在，目前，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和对政教分离有不同理解，各国

政教分离的方式也存在不同。 

对一个“恺撒即上帝”的政府而言，凡是恺撒所认可的就是真理，遵行恺撒就是

对的。这种模式容易带来极权和迫害，因为政府利用政权来推动宗教的规条，宗教的

权威成为至高无上，往往造成迫害异己、守成不变。历史证明，当政治与宗教走得太

近的时候，社会公义就会受到损害，自由就会受到压制；政与教距离太远的时候，就

会伤害社会风气，人类的罪恶就有了合法的执照。所以，保持政与教间的“恰当”距

离，是件好事。 好是能够彼此合作，彼此牵制，达到制衡的作用，而不是让宗教自

由，变成排除宗教。所以，当今大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伯尔曼一段有关宗教

与法律相对独立的说法，也可以解读为是有关宗教与政治适度分离又彼此合作的精典

表述。伯尔曼指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对立有助于保证它们各自免遭另一方的吞并。

宗教，因为立足于法律之外，有助于使法律不被神化；启示性宗教以及它的产物──

启示性神学体系──乃是反对政教合一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政教合一意味着人们不仅

要尊重现存法律秩序，且要对它顶礼膜拜。法律依靠其世俗性和它对宗教的不干涉政

策，使宗教得按它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并且帮助它免于律法化 终走上僵化；只要

社会生活的调整仅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而且同时，它的仪式和教义，因为没有在律

法上制度化，也较少有成为偶像崇拜之对象的危险。”
①
可见，政教的分离不是要人

为造成两者之间的隔阂，而是要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达成更为有效的合作。 

政教关系是西方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关系，从人类社会产

生之日起，就必然面临这个关系问题，而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实际上也构

成了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标准。在人类历史上，严峻的问题在于宗教

与政治或者人的精神治理与人的社会治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那种政教合一的人类

生活形态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但时至今日已是明日黄花。宗教

与政治的分离，甚至相互矛盾与冲突，这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

也是所谓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标志。以美国为例，政教分离制度在美国的形成就与宗教

迫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移居美国初期，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为了维

护这个信仰多元化国家的完整存在，弗吉尼亚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提出了信仰自由和政

教分离的理论，并进行了实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神权和世俗政权日益分离，

特别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教分离的观念正深入人心。政教分离制度 终为美

国宪法所确认。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社会冲突，乃至战争都是因为这个

                                                        
① [美]伯尔曼：《法律和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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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出现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政教关系都是其 重要的

一个因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

法的形式解决了政治与宗教或社会治理与精神治理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历史展开了一

个新的方向。 

（二）政教分离制度的价值 

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政国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是国家和宗教之间的一道“围

墙”。政教分离的实质是如何更好地解决有关人的社会治理与精神治理的方式问题，

是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分权问题。正如西方大哲耶稣所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①
史料给我们提供的当时的语境是，这是耶稣被迫回答一个

是否应该向皇帝缴税的具体难题时所回答的话，但耶稣所做的回答的意义却远不止于

此，它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和智慧。他不是将天国与世俗合一，神权与政权融合；

也没有以彼岸否定此岸，鼓动隐匿或反叛；而是将这二者分开，划出各自的领域，肯

定其价值。它对于规范权力，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的实现意义重大，给人类以很大的

启迪。 

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和前提。该

原则对于政教关系的解决方式，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宗教与政治的

关系，而触及人类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人权问题、政治制度问

题。但说到底，关键的是触及有关人的社会治理与精神治理的方式问题。恩格斯是非

常赞成政教分离的，1871 年 4 月 2 日，巴黎公社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

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 月 8

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

从学校中革除出去。对这一切，恩格斯都很赞成他说，宗教自由“是工人阶级自由活

动的必要基础”，他指出巴黎公社“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直

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②就现代社会而言，政教分离是国际

社会的共同经验和追求，源于对国家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并为 1948 年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 198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

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所确认。因此，政教分离原则在现代宪政国家

中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 

1.政教分离有利于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体现了宪政精神。政教分离原则是世俗

                                                        
① 见《马泰福音》。 

②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22 页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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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政教分离体现了现代法制国家在消除政教合一与神

权政治的痕迹与影响，在国家和宗教之间划分了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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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然为政府的行

为和权力设置一定界限和范围，以使政府必须遵守并不得逾越这一界限。政教分离体

现了宪政精神，它意味着权力的分立以避免权力集中和专制的危险，有助于规范国家

权力的正常运行，防范和减少权力独裁和滥用。同时，它意味着广泛私人领域的存在

和每个个人权利的保留，这既是宪政的精神，也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2.政教分离有利于保障宗教平等权的实现。为了保障不同的宗教在宪政精神的关

怀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与地位，必须禁止国家对特定宗教的特殊待遇或特权，保

持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以保障国家的宗教中立和宗教的多元性价值。由于政教分离原

则的实施，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与矛盾获得了有效的解决机制，能够及时地解

决裂痕；政教分享也割断了教派与政权的政治交换关系（至少在法律上），使以教划

线，以派划线，用宗教标准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做法难以为继，从而为真正实现宗教

信仰自由，为处于少数地位、弱势地位的教派改善其自身状况创造了条件，使不同教

派、不同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不仅

仅是为了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防止对客观宪法秩序的破

坏，确立政治世界与宗教世界的不同领域。 

3.政教分离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宗教自由

本质的内容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绝对的自我选择权，其形成和存在不受

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政教分离恰巧可以使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绝对的

自我选择权而存在，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受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成为现实。

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与矛盾获得了有效的解决机

制，能够及时地解决裂痕。可以合理地设想，当政治介入人们必须信仰何种宗教或者

主义时，它就扮演着一个专制者的角色，从而使宗教在政权的帮助下，变成强迫人民

意志的罪恶渊薮。 

（三）政教分离制度的基本规则 

在美国，主要由于对宪法、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具体政治及宗教的问题的看法不

同，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可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离派、协调派和中立派。在对宪法

的看法上，分离派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对于宗教问题的任何管辖权，无论是

支持宗教还是限制宗教，他们主张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完全分离。而协调派认为，宪法

的确赋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或者至少宪法不可以解释为是对联邦政府在宗教问

题上的权力的否认或禁止。第一修正案只是旨在反对设立官方宗教或国家教会，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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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而完全禁止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力。 

关于政教分离的含义，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总统曾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描述。他

在 1802 年写给康涅狄格州丹伯利一个浸信会的信函中提道：“宗教乃完全是个人与其

所信仰的上帝之间关系的事情，其信仰及其崇拜与他人无关，政府的立法权只能及于

行为，而不能及于见解，宪法之禁止立法机关确立国教或限制信仰自由，乃是要在国

家与教会之间，建立一道分离的壁垒”。
①
就其内涵，大致包括： 

1.宗教信仰自由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的内

心对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和对宗教的特殊感情。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

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对宗教的信仰是人内在的东西，是属于如何和由谁来掌管灵

魂的事，在现在社会里，这只能留归他自己。因此，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美国宪

法 1781 年批准的宪法修正案第 1 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和后来的有关判

例确认了宗教信仰自由，把宗教信仰完全作为私人事务，认为政府分离就是在国家和

教会之间建立一道分离之墙。 

2.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举办宗教活动。宗教信仰是公民个

人的私事，宗教的信仰是人内在的要求，属于如何和由谁来掌管灵魂的事，在现在社

会里，这只能留归他自己。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不得干涉。在美国，这一

点要求尤为严格，不仅政府，一切代表公益的机构包括公立学校及其职员，都不得参

与或开展宗教活动。 

（四）政教分离制度规则的适用 

政教分离制度的着眼点主要是使世俗政权彻底摆脱宗教的控制，切断国家与某一

特定宗教或教派的特殊关系以及平等对待各宗教。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界限在哪里，尤

其是围绕国立学校宗教活动与私立学校或对宗教团体经济资助方面，有无逾越界限，

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审查？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政教界

限一向模模糊糊。美国 高法院在 1930年Cochran v.Louisian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一案中，具体运用了“宗教信仰自由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

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举办宗教活动”的政教分离制度的基本规

则，把它们具体化为“目的效果标准”。此后，美国判例逐步确立并完善了“目的效

果标准”，用以判断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政教分离。该标准若果运用得当，

不但不违背福利国家的理念，而且又可以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限制在 小限度，保持

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因此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值得参考采信。 

                                                        
① ·杰克 格林：《美国政治史百科全书》第 1 卷，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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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效果标准”由三个独立要素组成，国家行为必须同时符合这三个要素，才

符合政教分离原则，不与该原则相违背。否则，则违背该原则，从而可能违宪。这三

个要素是：（1）该国家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出于世俗目的，而不是出于宗教目的；

（2）该国家行为（包括立法的宗旨和法律的原则）之主要效果即不会助长宗教，也

不会压制宗教，对于宗教无抑扬作用者；（3）国家行为与宗教之间，无过度牵扯，即

国家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并不助长政府与宗教的关系。这三个要素是相辅相成，不

可分割的，共同判断一个涉及宗教自由的案件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是否符合政教分

离。 

不过，对该学说质疑的不少，而且在适用该学说时，也有若干问题，尤其是对

于“过度牵扯”的理解上，由于其意义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和纷争，有待进一步完

善。 

根据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事务上政府的权力是要受到限制的。国

家无权也不能够去判断具体某个关于神的观念适当与否。在案件中，法院避免去追问

“特定信仰或基于信仰的行为的意义；或当事人对这些教义解释的有效性”等诸如此

类的问题。法院应该谨守中立，而不应当去评价某个宗教或某种思想重要与否，有价

值与否。出于中立的考虑，法官往往从信仰者的角度来确定是否存在良心信仰的行为。

他需要决定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事人是否持有某种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性质

和意义则不论；第二个问题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为信仰所要求，这个问题必须基于信

仰的角度得出结论。如果这两个要件满足，则可以认定争议中的行为属于宗教信仰行

为。 

政教分离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乃是宗教教育自由和国家不得推行宗教教育。学校

不得强迫任何方式的宗教教育。马克思主张国家不得推行宗教教育。他在《法兰西内

战二稿》中说：“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

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

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

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

桎梏。”①以美国为例，比如公立学校中的祈祷问题、宗教教育、向国旗敬礼等，这主

要涉及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在享受学校提供的条件时的机会均等问题，以及美国

联邦法院通过这些争议而产生的关于政教分离的认识和判断。尽管有时联邦法院对于

同样的案件作出前后截然不同的判决，
②
甚至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但是这些判例对于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47 页。 
② 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当然也不能忽视参与判案的法官个人的认识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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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爱德华兹禁止讲授进化论案。①案由：路易斯安那州法律规定，“在公共学校教育

中应平等对待创世论和进化论”。创世学说法令(Creationism Act)禁止在公立学校中教

授进化论，除非同时教授创世论。尽管没有学校被要求教授进化论和创世论，但是一

旦教了其中一门，则另一门也必须被讲授。法律将进化论和创世论定义为“科学证据

以及由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 

初审判决：起诉人，包括进入公立学校的儿童的家长，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师，以

及宗教的领导人，对这项法令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区法庭的判决认为创世学说法由

于禁止讲授进化论，并出于推进某种特殊宗教教义的目的要求讲授创世论，违反了宪

法宗教条款上诉法庭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联邦 高法院终审同意这项判决(该联邦 高法院判决书由大法官布

雷兰呈递)。家长委托学校对儿童进行教育，但前提是他们相信学校不会被故意用来

传播一些宗教观念，而这些观念是有可能与学生及其家庭的个人信仰相冲突的。在这

种学校学生容易受影响，因为学生将教师作为角色模仿的对象，并且对压力相当敏感。 

本案中，上诉人争辩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法令具有非宗教的目的。它声称其目的是

为了保护学术自由。法庭通常尊重州非宗教目的的声明，但包含这种目的的声明应当

是真实而非虚假的。其实这条法令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学术自由，而是因怀疑进化论，

而试图在教学中用创世论将其效果抵消。 

我们不能忽视立法机关颁布这条法令的明显目的。在宗教理论和进化论的讲授

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历史和当代的联系。这种联系影响到了法庭。本案体现了宗教理

沦和进化论讲授之间的对抗。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的明显目的，就是推进超自然力

量创造人类的宗教观点。根据创世学说法令的内容，“创世论”被定义为这种宗教的

教义。在立法听证会上，议员爱德华兹证实说，创世论包含了对超自然的造物者的信

仰。 

此外，立法机关要求学校教授的理论是符合这种宗教观念的，也并非偶然。州议

会反复声明，公共学校课程中应包含支持宗教观点的科学证据，以纠正进化论。因此

立法机关试图改变这些学校的科学课程，以支持对抗进化论的宗教观念。在学校的各

种可能的课程中，立法机关选择了一种历来被宗教异端所反对的理论，并且颁布了这

项法令，对那些信仰神创造人的宗教群体授予特权。 

                                                        
① 爱德华兹禁止讲授进化论案（Edwabdsv．Aguillard 482 U.S.578 107S.Ct，2573，96 L.Ed.2d 510(1987))）

（EDWABDSv．AGUILLARD)(美国联邦 高法院，1987)。转引自：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美

国联邦法院经典案例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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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世学法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一项特殊的宗教信仰，因而违反了第一修

正案。并不是说立法机关永远不能要求讲授盛行的科学理论，只要有明确的非宗教目

的，对学生讲授有关人类起源的各种理论，都是正当的。但是创世学法令的主要目的

在于赞同一种特殊的宗教教义，因而违反了宪法宗教条款。因此维持原判。 

此外，关于税收用于宗教学校问题，这方面主要涉及教科书、宗教院校校舍建筑

和教师薪水、在宗教院校接受教育的政府补偿等问题。通过埃弗森诉尤因镇教育委员

会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法院在此问题上的态度。 

埃弗森诉尤因镇教育委员会案。①该是 高法院大法官对政教分离的判案中，有

划时代影响的。新泽西州的一部制定法授权地方教育委员会补偿父母为子女上学所承

担的交通费，而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尤因镇将此类基金提供给子女在天主

教教会学校上学的家长，一名纳税人就此起诉，挑战该行为的宪法基础。 高法院赞

同第一修正案不确立国教条款合并于第十四修正案的观点，但是勉强地认为这种补偿

安排是有效的。 

大法官布莱克(Black)宣布法院判决如下：此处惟一的主张是州的制定法和决议，

就其授权补偿子女就读于教区学校的父母的规定而言，在两方面违反了联邦宪法，并

且这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合之处，第一，它们授权州以税收的形式取走某些人的

财产并给与另一些人，为他们的私人目的而使用。这被认为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正

当程序条款。第二，这些制定法和决议强迫当地居民纳税以资助和维持致力于传授天

主教信仰的学校。这被认为是用州的权力支持教会学校，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禁止性

规定，该规定经由第十四修正案而可适用于各州。 

首先，……要想辩称本意是推动儿童得到世俗教育机会的立法不为任何公共目的

服务已经为时已晚。……第二，新泽西州的制定法作为一部“确立宗教的法律”而受

到挑战。第一修正案，经由第十四修正案而可运用于各州…命令州“不得制定任何确

立国教的法律，或者禁止从事宗教之自由…。” 

以第一修正案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认为第一修正案禁止新泽西州将税收基金用于

支付教会学校学生的交通费用，作为一个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这笔基金也支付公立学

校和其他学校学生的交通费用。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儿童就读于教会学校。更有可能

的事，如果州只负担公立学校学生的交通费，而教会学校学生的家长必须自己承担的

话，许多儿童将不会被送往教会学校。如果州要求当地的运输公司降低包括教会学校

                                                        
①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Township of Ewing， 330 U.S. 1[1947]，王笑红译，孙哗校，载北京大

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 高法院 200 年经典判例选读》，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6-278 页。 



 

 93

学生在内的学生的交通费，或者市政所有的运输系统免费接送所有学校的学生，同样

的可能性也存在。此外，政府付酬的警察被派遣接送交通极不便利的教会学校的学生

上下学，和州为了学生福利的 大化而意图提供免费的交通保障的条款一样，那是为

了相同的目的，并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没有警察的保护，家长不愿意子女冒着交通

事故的极大危险而在教会学校上下学。同样的，家长也不愿意他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

被切断了任何的政府服务设施，如普通的智力保障和防火措施、排污设施、公共高速

公路和人行道路。显然，切断教会学校所有的这些设施，毫无回旋余地的和宗教活动

相隔离，将会使这些学校难以运作。这显然不是第一修正案的希望实现的目的。该修

正案要求州在和宗教信仰者团体或非信仰者团体的关系上保持中立；而不是成为对立

面。州的权力不得被用来支持宗教，也不得被用来妨碍宗教。 

高法院曾经认定家长在承担了州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后，可以将子女送到教

会学校而非公立学校学习，只要该教会学校符合州有权制定的世俗教育要求。①这些

教会学校似乎符合新泽西州的要求。新泽西州并没有向学校提供任何捐款，没有向学

校提供资助。新泽西州的守法及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计划，为学生安全、便捷

的上下学向家长提供帮助，而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 

当然，这类案件的处置并没有产生普遍适用的原则，实际上这类案件的处置产生

的裁决结果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高法院较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

利的援助计划，而不大容忍涉及直接援助宗教机构计划。 

对国旗宣誓效忠时，可不可以用“天佑吾国”的字眼？是这些年受到广泛注意的。

对国旗宣誓效忠用“天佑吾国”这个字眼，是国会在 1954 年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

要求而加上的——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长老会聚会时，受到牧师的感动，继而向国

会提出的。对此提出法律告诉的，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离婚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都是

基督徒。他反对自己的女儿用这样的祷词，认为这是违宪。2002 年大法官判决此案，

用了避重就轻的方式。他们虽判此人上告无效，使用的却是技术性的理由，即这个人

对女儿并没有监护权。而且，几个主张维持誓言的大法官，他们各自用的理由也都不

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法官之间，对宪法的理解就有很大差距。并且，他们当时

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因此，这个判例并没有给我们清楚的原则。2002 年，全美国

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都赞成维持誓言，认为这才代表美国的精神。

这时正是 911 之后，全体人民都在高唱“上帝祝福美国”，都意识到信仰力量的重要

性。这也说明了美国不是无敌的，在灾难中，自由思想需要建基于高于世俗社会的理

                                                        
①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268U.S.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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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基础。 

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不得推行宗教教育，学校不得强迫任何方式的宗教教育。

国家对于宗教，既采取超然中立之态度，不能强迫人民受任何宗教教育，亦不能容许

任何学校强迫人民受宗教教育。因此不但是公立学校，就是私立学校，亦不得以宗教

科目列为必修，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宗教教育自由有两个重点：一为实施宗教

教育之自由，二为受宗教教育，或不受宗教教育之自由。故不得以某校系宗教的学校，

而在教育行政上，予以差别之待遇。各级学校亦不得以宗教课程为必修之学科。就世

界各国的状况而论，《日本宪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及其机构不得从事宗教教

育及其它任何宗教活动。《印度宪法》第 28 条规定：以国家基金维持的教育机构，不

得实施宗教教育。在有国教或某类宗教为主的国家里，对宗教教育却也有不同的规定。

例如，在德国，由于信奉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人口占了九成以上，所以在《德国基本

法》第 7 条对宗教教育采取肯定的立场。虽然规定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的监督，但

并不排斥在学校中施行宗教教育。甚至规定宗教教育为公立学校课程的一部份。宗教

教育在不妨害国家监督权之限度内，得依宗教团体之教义施行。《叙利亚宪法》第 28

条第 5 款规定：国民及中学教育阶段，其有关宗教之教材，依各宗教之信仰定之。 

宗教是人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世界性宗教对人类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它对于社会文化之提升，人类精神修养的熏陶有积极的贡献。即使科技快速而惊人的

发展，人类社会仍与宗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在正式教育体制中禁止宗教教育，

使得人类重要的社会文化的一部份失却了一个有效传递的管道。但是如果允许在正式

教育体系中从事宗教教育，则又可能违反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离的原则。针对这个状况，

宗教教育如与特定宗教的教义无关，而为了增加一般的宗教理解，则与信仰自由原则

并不矛盾，为宪法所允许。所谓与特定教义无关是指不因宗教信仰而完全传授或研究

某一特定宗教的教义，如一个佛学院只传授和研究佛教的教义，而基本上这是由于宗

教信仰的原因，即使该学院也开授少数有关其它宗教的课，也不能认定其为与特定宗

教教义无关。所谓宗教理解是将宗教当做是知识体系或艺术文化加以探讨，而与信仰

之有无及增减无关。于是，在相关科系讲授有关宗教的研究科目以增进对宗教的理解，

而不涉及传教，应是宪法所允许的。至于神学教育，乃是各宗教为研究特定宗教的教

义、以传布教义、训练教会所需人才为目的，显然不宜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国家也

不应加以干预。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理解宗教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宽容、尊重和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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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头巾法案”及其引起的强烈反响。
①
2004 年 2 月 10 日，法国国民大会以

494 票赞成、36 票反对、31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一读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个在

国内引起广泛争论、甚至也引起国际争议的法案。该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配戴明显的

宗教标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公立学校学生违

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该法案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和平等权的冲突问题，涉及

到宗教标志饰物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更大的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法国很早就有法令

禁止公立学校布道。法国人崇尚自由和平等，将平等、自由放在根本位置。他们认为，

如果允许佩带宗教标识的饰物，会对其他人的宗教平等权造成侵害。这个法案通过的

前后，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 

政府有关人士坚持说，该法案并非针对特定人群或宗教，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群

——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法案反应剧烈，影响深远。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60％的

法国人都赞成该法案。其中，教师中支持这一法案的比例高达 70％。持反对态度的

人则认为，一块头巾里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宗教含义。有反对者说英国和法国的情况

类似，也是一个世俗化了的多种族、多宗教国家。但是在那里，一个出身印度锡克族

的英国警察，就可以带着具有强烈种族和宗教含义的裹头巾，和其他警察一样在大街

上执勤。即使英国不像法国，没有通过宪法确认政教分离，但英国人能做到宗教宽容，

法国人为什么不能？ 

这个法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浪潮是一浪接一浪，主要

来自伊斯兰国家，如埃及等。欧洲的一些法律学家，也反对法国实施的这样一个禁止

在学校戴头巾的法案，认为这违反言论自由原则。 

                                                        
① 法案背景：伊斯兰头巾引发新立法。在法国，一些伊斯兰妇女习惯总带着一块头巾，围住脖子和耳朵、

嘴，更有甚者连眼睛也一起蒙上。1989 年，几名头戴伊斯兰头巾的女学生，在法国一所中学被禁止入校，引起了

穆斯林社会的强烈抗议。这是此类事件引起公众关注的 早纪录。2003 年秋天，在法国外省的一个中学里，四名

伊斯兰女学生由于不听校方的劝阻，不愿意在校园里摘掉头巾，而被学校开除。由此引发了法国全国有关政教分

离、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大争论。 
2003 年 7 月 3 日，针对法国社会中不断发展的社团主义倾向，法国总统希拉克主持仪式成立了调查政教分离

原则执行情况的思考委员会，强调，法国社会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它视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任何

其他所谓的原则都必须服从共和国法律。11 月，由社会学专家贝尔纳·斯达西担任主席的“政教分离专家调查委员

会”，将他们通过六个月的调研工作得出的报告，呈交法国总统希拉克。报告指出，包括学校、政府机关及其他

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均应坚持中立性原则，不宜让公然故意带有宗教或政治色彩的标志出现。同时，报告建议

把一个伊斯兰教节日算作学校假日。 
《斯达西报告》正是着眼于彻底解决伊斯兰妇女的头巾问题。报告要求制定一条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服务

机构内，无论是天主教徒的大十字架、伊斯兰教徒的头巾还是犹太教徒的小帽，因为都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宗

教标志，都一律禁止佩戴。根据《斯达西报告》而提出的法案，2004 年 2 月 10 日在国民议会得到顺利通过。该

法案的一条关键性规定，在该年 9 月份新学年开始时正式实施。这条规定严禁学生在公立中小学，穿戴明显反映

自己宗教信仰的标志、服饰。允许佩戴不显眼的、比较含蓄的宗教标记，如伊斯兰手链或小十字架等。该法案还

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官方规定的课程，任何学生不得以宗教为由，反对教学内容或逃课。见《光明日报》2004
年 2 月 20 日 C1 版，何农：《法国要求学校“非宗教化”说明什么》。同时，转引自：刘作翔：《从法国“头巾法案”
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参阅：http://www.studa.net/minfa/070726/1020458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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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法国两名十二三岁的女孩由于佩戴穆斯林头巾而被学校开除。据

报道，这是 9 月法国通过禁止人们在学校佩戴具有宗教象征的装饰物法令后第一起学

生被学校开除事件。据报道，学校领导层在与学生及家长几次见面劝说她们遵守新法

令无果后做出了这一决定。据悉，伊斯兰教的斋月于 10 月 14 日开始，这期间所有穆

斯林妇女应该佩戴有伊斯兰宗教象征的头巾，两名女学生被学校开除正好赶上斋月期

间，一方面是法国政府展示其推行头巾法案立场的坚决，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激化该国

穆斯林民众的矛盾。① 

另外，学术界对该法案也有一些看法。台湾师范大学的陈素秋教授对这个法案做

了一个长篇的评论。他认为这个法案有两个不妥当之处：一是它干预了学生的信仰自

由，牺牲了他们的权利。第二，这个法案放弃了学校作为多元文化场所的机会。他认

为学校应该通过宗教教育，让大家忍受其他宗教。这个法案的通过已经是一个政治性

的、有象征性的事件了，它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会构成一种侵犯。② 

2004 年 6 月 29 日，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了一个裁决，该裁决涉及了宗教信仰自由

问题。案情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有一个学医学的女生，叫莱拉·沙欣。她戴着

面纱，用长袍包裹自己的身体去上课。但是学校校长决定，如果她不按照自己的职业

要求着装，即如果她不把头巾、长袍去掉，就不许她上课。沙欣认为校方的这种要求

不仅违反她的信念，而且违反土耳其宪法和欧洲有关人权所承认的公民信仰自己宗教

的自由。所以她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起诉。2004 年 6 月 29 日，法院驳回她的请求，

认为她所在大学的校长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做出的决定，并没有侵犯她的个人自由，

而是制止了土耳其的某些极端组织把自己的禁令强加给大家的做法。欧洲人权法院支

持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长的决定，并建议在教会的规定和医学（医学要求从业人员了解

和接触人体）之间、在幸福而隐秘的生活与公开工作之间做出折衷选择。③ 

此外，还有担任公职的宗教测试问题（一般认为出任公职时要求宣誓信仰上帝是

违反宪法的，但是总统就职宣誓手按圣经是不是违反宪法？）、公共场所的宗教表达

问题、涉及到宗教标志、全国祈祷日等，非常复杂。
④
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① 参阅：《新京报》2004 年 10 月 20 日报道。 
② 参阅：台湾“教育部”人权教育资讯网。 
③ 参见《费加罗报》2004 年 7 月 17 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 
④ 一个耶稣复活论者因相信星期六是安息日，拒绝在安息日工作，因而被解雇。在没有找到另一分工作之

后，她申请失业救济。但是遭到拒绝，因为救济委员会发现了她失业的愿意。低级法院维持了救济委员会的决定。

因此，她认为低级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参阅：

http://religiousfreedom.lib.virginia.edu/court/sher_v_vern.html。 
一对夫妇都是福音兄弟会的成员。妻子在生他们第四个小孩的时候，严重失血。医生建议输血。但是该会的

教义相信人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有赖于上帝，出于这个信仰，这个团体拒绝医学治疗，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经过他

们讨论，并和医生商量后，他们没有把妻子送进医院接收输血，而是期待上帝的保佑。在临死前，妻子始终很清

醒，并清楚他们的决定将导致的后果。该名男子开始被起诉过失杀人，后以轻罪被判刑，理由是他没有为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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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团体自治制度 

宗教团体是由有共同信仰的多数人自愿组成的一个长期存在的有共同目的的宗

教组织，其成员接受该团体意识的拘束。可以说，宗教团体是宪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

的一种，而且在结社自由的保障之下，宗教团体享有组织自主权，对于宗教团体的名

称、宗旨、结构、活动范围等可以自行决定，不受国家的干预。如前所述，人们组成

宗教团体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以宣传特定的宗教信仰以及共

同实施宗教行为为目的，而结成团体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就此而言，由于宗教团体

的结合组成不仅是单纯的结社，而且是一种宗教上的结社，而集会与结社都是从事宗

教活动的一种组织性行为。故宗教团体的结社和集会与宪法上一般的结社和集会是特

殊和一般的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保障。
①
至于在我国，由于《宗

教事务条例》以及有关宗教团体的法规有相关规定，属于特别法，象宗教集会不适用

宪法性规定一样，也不适用宪法性规定，而适用《宗教事务条例》以及有关宗教团体

的法规有相关规定。 

宗教团体的结社、集会活动作为宗教自由保护法益的一种，它已经不是单纯个人

的宗教思想或行为，而是宗教团体的自治，包括宗教结社和宗教集会，这是相对于个

人信仰的宗教自由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宗教的集体信仰而言， 核心的概念是

宗教团体，由于宗教团体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比较大，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大，因此，当

国家对于宗教事务进行规范时，一般首先选择宗教团体作为被管制的对象。
②
当然，

宗教团体受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自由的保障，这就要求国家对于宗教团体应当遵照国

家宗教中立与国家宗教宽容原则。即国家判断一个团体是否属于宗教团体，不能仅考

虑传统的、或大型的宗教团体，而以它们作为规范保障的标准，而是必须考虑该组织

是否是由多数人组成的组织，只要该组织与宗教相关联，就属于宗教团体。在这个意

义上，宗教团体绝不是仅限于与传统既有的宗教信仰而组成的团体，而必须包括任何

以宗教信仰为目的而结成的团体。也就是说，宗教自由并不是强大的或传统的宗教团
                                                                                                                                                                        
提供必要的帮助。该男子不服，提起宪法申诉。参见：Donald P. 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ECOND EDI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 1997.p449. 

① 当然，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认为仅有宪法第 13 条直接导出宗教结社中游似嫌过速，因为集会结社

自由权的范围，有赖立法者合宪性的形成。参见：张永明：《德国与台湾宗教自由基本权与宗教立法之比较》，《思

与言》39 卷 3 期，2001 年 9 月，第 126 页。转引自许育典：《宗教自由与宗教法》，元照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217 页以下。 
② 如《俄罗斯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关于恢复属于特定破产法人的破产财

团的财产的特别措施法》和奥母真理教毒气事件后制定的《关于限制进行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的法律》等，

韩国的《传统寺院保护法》、《奥地利关于宗教信仰团体的法人地位的联邦法律》、《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信仰自由

和宗教组织法》《蒙古国国家与寺庙关系法》及《缅甸僧侣组织法》等。参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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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信徒的特权，新的宗教团体及其教徒也同样受到保障。
①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

来域外也出现了新趋势，即一些国家从立法和实践各方面支持传统宗教的发展，而对

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的传入和增长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
②
 

由于宗教本身具有强烈的集体倾向，宗教团体的活动是宗教自由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保障宗教自由必然离不开对于宗教团体的保护，而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宗

教团体自治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显得尤其必要，且宗教团体自治不仅是宗教团体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宗教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团体自治是指宗教团体在成

立之后，能够根据自己的教义，决定其组织结构、人事、教务以及资金与事业的经营

等，国家对此必须尊重。这是宗教团体对于其内部行政拥有自治权利，也就是宗教团

体的自我决定权。一般而言，宗教团体的自治权大致包括如下三项权利： 

（一）宗教团体新成员的补充和教育权 

这是维系宗教团体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权利。宗教团体的成员由于时间的流逝、

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离开，因此，如果要维持团体的存在和发展，就需要有新成员的

加入。宗教团体吸收新成员 重要的方式是传教，传教可以是大规模地向其它国家、

民族传教，也可以是向街坊邻居和同事等传教。就宗教团体的自治而言，传教应该包

括如何传教、向谁传教、由谁传教和何时传教等。 

教徒理解本教教义等是实现其宗教信仰和参加宗教活动的前提，因此对于宗教团

体的新成员，无论是原有成员的子女或新进信徒，宗教团体必须让他们了解并融入团

体之中，这就需要宗教教育，把团体的规范、教义灌输给新成员，并指导他们如何进

行宗教活动。这里的宗教教育对象指其所有信徒，包括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对于宗教团体自治 重要的就是其内部权限的形成与分配，宗教团体完全可以

而且能够自我决定。一个宗教团体要长期的发展， 重要的是对于其神职人员的培养

和训练，因为进行传教、宗教教育、教义或仪式的研究等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工作

都离不开该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他们往往是该宗教团体的核心成员。因此，宗教团

                                                        
① 转引自许育典：《宗教自由与宗教法》，元照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220 页。 
Vgl.A.F.v.Campenhausen，Religionsfreiheit，HandbuchdesStaatsrechte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d.VI，

Rdnr.75。 
② 比如宗教团体的登记注册，需要一定的条件，如要达到一定人数，国家对已登记的宗教团体提供财政资

助，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在享有的权利方面不完全对等，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具有危险特性的宗派活动进行某

种程度的限制。对于宗教团体登记，比利时政府规定的标准有五条：（1）该宗教必须有其组织结构或教阶体制；

（2）该宗教团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信徒；（3）该宗教必须在比利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4）该宗教必须能为

公众提供一种社会价值；（5）该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并尊重公共秩序。1990 年 9 月拉脱维亚通过的《宗教

组织法》规定：申请登记必须有至少 10 名 18 岁以上的拉脱维亚常驻公民；3 个以上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地方宗教

团体可组成一个地区或中央机构；地区或中央机构有权开办修道院、研究机构、传教机构以及更多的地方团体。

1995 年 9 月通过的新《宗教组织法》将申请登记为宗教团体的 低信徒数量从 1990 年规定的 10 人提高到 25 人。

参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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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治主要是指宗教团体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培养神职人员、对他们的资格的审

查、授予及剥夺，还包括建立培训专门神职人员的机构，如佛学院、神学院等。 

（二）维护宗教团体的秩序权 

宗教团体必须有一套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可以信仰的教义才能存在。

在此，宗教团体自治所表现的形式，便是宗教团体对其内部规范的自我决定，包括取

得与丧失成员资格的标准或条件、对成员的奖赏与惩罚、规范的内容、以及规范的形

成方式等；以及如何在程序及内容上决定规范及教义、对宗教经典的编撰与诠释等。

这里包括内部秩序规范及其维护秩序的规范。与规范或教义形成方式 密切的，是宗

教团体内部的管理体制。对宗教团体成员而言，一般不会要求民主式的参与，是由少

数人来做解释或决定，包括针对教义、规范或仪式的内容。依据西方社会学者罗纳

德·L·约翰斯通的研究，一般而言，教会的管理体制可分为三类：一、主教制类型，

它的权威集中在教会较高级的神职人员身上；二、长老制类型，它的权威集中在神职

人员和教会成员的代表会议；三、公理制类型，其 终权威集中于地区教会成员及其

定期召开的地区或全国会议。
①
虽然这主要是以西方基督教为分析对象，但是仍然有

一定的代表性。 

（三）宗教团体的经济自主权 

宗教团体以宗教信仰活动为主要任务，但是，为了维系宗教活动，离不开一定的

物质基础来保证。对于宗教团体而言，如何获得这些物质资源，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活

动方式，自然应该属于宗教团体自治的事项之一。从当今的实际情况看，宗教团体可

以选择的经济行为，并不局限于其成员或信徒捐献的传统方式，还包括接受境外组织

的捐赠，对于接受境外组织的捐赠。我国宗教事务局有专门的行政规章《关于接受境

外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来规范。
②
此外，宗教团体可以选择的

经济行为还包括与信仰有关给予宗教指导、提供宗教咨询及协助等行为。这里，宗教

团体自治与经济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宗教团体可以凭借其经济实现自我决定和自

治；同时，宗教团体对于其所从事的经济行为也是自我决定的，他们可以选择什么类

型的、一种或多种的经济行为，也可以改变原有的经济行为。就此而言，国家没有义

务，也没有权力，去维持一个宗教团体的存在、延续、独立或完整，这是现代法治国

家政分离的必然要求。 

就国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则来说，国家不仅禁止设立宗教，也不得特别辅助任何

                                                        
① [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尹今黎 张蕾译，袁亚愚校，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103 页以下。 
② http://www.tonghua.gov.cn/new_search/law_dis.php?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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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因而，宗教团体的运转，不论是供应宗教仪式的经费、行政运转的维系、

宗教建筑物的建置、医疗救济的负担或慈善事业的经营等，大多需要依靠信众或其它

民间的捐助。这也属于宗教团体自治的内容，国家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介入。就这一

点而言，有学者认为我国海南三亚的宗教造像似乎违反国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则，
①
当

然，如果是从文物保护这个角度而言，国家支持宗教造像还是有道理的。 

总之，上述几个方面是对宗教团体自治事项的一般描述。由于每个宗教团体有

不同的特点和自我认识，其宗教定位与目的也会有不同之处，因此，各宗教团体在宗

教自治上所偏重的项目会有差异。一般情况下，国家应当尊重和保障宗教团体自治，

国家只能在保护他人的基本权时，才可以介入宗教团体的宗教自治事项，并根据宗教

自由的界限判断，寻求妥当且合比例的利益衡量，作出合宪性的立法限制。 

就我国而言，我们强调宗教自主原则，规定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由中国人自我

管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如天主教不得任命

他国国民担任本国主教，本国地理疆界内的教会事务不隶属于其他国家的教区等，宗

教团体与宗教教职人员要坚持信仰宗教与对国家忠诚的统一，即爱教与爱国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爱国的要求在地方性宗教法规中有所体现，但在《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里没有规定。这既是考虑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亦是出于方便宗教事务管理，维护社

会秩序的需要。当然，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国际合作

和交流，共同对付危害人类至巨的邪教犯罪和宗教恐怖活动。只是必须在平等友好的

基础上进行，且不得附加政治条件或宗教条件。

                                                        
①参见：韩大元：《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http://lunwen.lawtime.cn/xianfa/2006102642456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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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适当限制 

宗教自由同其他权利、自由一样，也不是没有界限的，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国家的

限制，这应当没有什么疑问。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也是应当

受限制的。一般而言，法律不能直接限制宗教自由，也不允许推崇某种宗教自由而不

允许其他宗教的存在，否则，这样的法律即为无效。对于只是有着世俗的立法目的，

并且只给宗教行为自由带来间接限制的法律，则一般对立法目的（政府利益）和给自

由带来的限制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并考虑是否存在着同样能够实现政府利益又对自由

限制更少的途径。一般而言，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

则，即宗教自由原则、宗教平等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这些原则对于

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关内容前面已经论述，

不再重复。这里着重论述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特有原则和界限，换句话说，是对国家

限制宗教自由的“反限制”问题。 

一、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原则 

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特有原则，即宪法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

则。 

（一）宪法保留原则 

这是宪法的直接限制。如果宪法对于某些事项加以明文规定，则人们与国家机

关和其它社会组织都必须受到宪法明文规定的直接限制，即使是立法者也必须遵守，

不得制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法律规定。换句话说，如果宪法直接规定了基本权所受

的限制，或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在具备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方可介入基本权的保护领

域。如在《德国基本法》的规定中，人民的结社自由的行使，必须是“和平、不带武

器的”，就是一种直接限制的方式。这种宪法的直接限制，由于来自于宪法的明文规

定，一般称其为宪法保留原则。 

就我国宪法来说，在有些基本权规范中，本身已经有了明文限制。这些规定，

也属于宪法的直接限制。如第 37 条规定的人身自由。该条第 2 款规定：“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在这里，宪法明白地规定了具备哪些条件（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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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安机关执行），国家便可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加以限制。针对国

家管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我国宪法第 36 条第 2、3、4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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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属于宗教自由的直接限制，属于宪法保留原则的内容。 

（二）法律保留原则 

这是合宪性宪法限制的间接限制，即合宪的法律限制。一般说来，如果宪法已经

将限制基本权的事项留给立法者，允许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加以限制，而且，行政机

关的行为以此法律限制为依据，也就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能任意作出，只有在立

法机关对该事项作出了规范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按照法律的规范作出相应的行政

行为。该项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在代议机关的监控之中，没有代议

机关（民意）的同意行政权就不得行使。它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体现

了行政权的民意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原则的主要内涵是指：没有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的行为不能合宪地限

制基本权。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基本上是为了确定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形

成的，主要指的是如果行政权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使其承担某种基本义务，必

须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作为依据。 所以，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如果要介入基本权的

保护领域，必须在形式上受到法律的拘束。由于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国家在什么样的

状况下可以限制人们的基本权，而是委托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这也可以说是宪法间

接通过法律对基本权加以限制。 

针对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法律保留原则在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要求是：国

家限制时必须有法律的依据，或至少有法律的明确授权。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宗教团

体自我规制其信徒的宗教自由时，其信徒是否可以主张法律保留原则，而拒绝宗教团

体的规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宗教团体的自治行为并非国家的行政机关行

为。另一方面，宗教团体自我规制的规章，来自于各个宗教团体的自治规章，属于宗

教团体的自治范围，而宗教团体的自治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的实现，因此宗

教团体自治的制度本身，具有排除国家干涉的性质。对于这一点，从宗教团体自治而

产生的限制其成员的规章决定，为其内部成员所产生的自治结果，如同社会本身的自

我约束一样，这与来自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不同，并不存在法律保留的问题。
①
 

                                                        
① 事实上，宗教团体的自治和大学自治一样，由其内部成员所产生的自治规章，因其效力来自于基本权（宗

教自由或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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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宗教团体自治上，如果某信徒因违反教规而被逐出教派，是直接由来

自于宗教自由（基本权）本身制度上的决定，因为教规是从宗教团体自治而来，与国

家没有关系，因此不能主张法律保留原则。宗教团体自治直接来自于宪法上宗教自由

的保障内涵，在本质上不属于国家权力的限制范围，不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但是，

宗教团体自治并不是说宗教团体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不受国家法律的规制。事实上，

宗教团体自治的规章仍然有其界限，只是这个界限来自于宪法本身，受到宪法上基本

权保障规定的约束，它不仅受到宗教自由本身保护的法益（内在的信仰自由和外在宗

教活动自由）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其它基本权保障内涵的限制，以避免因宗教团体自

治反而侵犯了宗教自由或限制了人们的其它基本权。 

（三）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本来是指国会在制定法律干预人们的基本权时，其干预的方式与范围

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因此又被称为禁止过度原则。今天，该原则不仅适用在行政行

为上（作为行政法的原则），而且也可以拘束立法行为与司法行为（作为宪法原则）。

比例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基于通过法律管制的正当性理由，而必须限制人们的基本权

时，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如果国家带给人们的不利益与其所

追求的公益目的明显不相当，那么国家就违反了比例原则，这个目的也是在禁止国家

对人们基本权的过度限制与侵害。这里的“必要”是理解问题的关键。何谓 “必要”？

这涉及到比例原则的构成要素，即比例原则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比例原则包含三

个要素，即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下面针对比例原则的这三个要

素加以论述。 

1.适合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又称为适当性原则。是指当国家采取措施限制人

们的基本权时，国家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够适合于达到它所追求的公益目的。也就是说，

国家采取的措施必须是适合去达到目的的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

实质手段上，国家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所以，如果国家采取的限

制宗教自由措施是与其目的的实现完全没有关系的方式，就是不适合的，违反了适合

性原则。 

2.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称为 小侵害原则。是指国家在为了实现公益

目的，如果有两个以上符合适合性原则的措施可以选择时，必须选择对人们利益侵害

小的措施。国家在采取限制宗教自由的方式时，如果有选择可能性的时候，应当选

择对宗教自由侵害 小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一种限制措施，即能够实现公益

的目的，又符合适合性原则，同时对人们宗教自由只作 小的限制，但国家舍弃这个

限制措施，采取另一个对人们宗教自由限制更大的措施，就违反了必要性原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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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限制宗教自由时，如果有多种同样能够实现目的的选择，应当选择对人们宗教

自由侵害 小的。 

3.合比例性原则。合比例性原则，也称为狭义比例原则。是指国家采取的措施与

它所追求的公益目的，要合比例。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为了追求一个非常小的公益，

而去牺牲很大的人们的利益，对于这一现象，有个形象的比喻——不能用大炮来打麻

雀。即国家如果用一种非常强的限制人们基本权的手段去追求一个很小的公益，也是

得不偿失的，是不合比例的。因此，国家在限制宗教自由所采取的限制宗教自由的方

式，其所造成的损害与欲实现的目的之利益，不得有显失均衡的情形发生。从这里可

以看出，比例性原则揭示了国家的义务，就是国家在必须限制宗教自由时，对其所采

取的措施与所追求的公益之间，应当符合合比例的利益衡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于宗教自由限制的限制原则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是

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都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卫生

或道德或他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这类限制约束人们的宗教自由而必需。以下

我们引述经典判例，来阐述比例原则在案件处理中的具体适用。 

门诺教徒违反义务教育法案。①案由：被告强纳斯·约德尔、华莱士·米勒和亚

当·于兹是门诺教教徒，他们及其家人都是威斯康星州格林县的居民。威斯康星州强

制义务教育法要求他们的孩子进入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直到年满 16 岁。但被

告拒绝把他们 14 岁和 15 岁的孩子送进学校，这些孩子都已经完成了六年级的教育。

孩子没有在任何私立学校注册，也没有任何公认的理由可以作为强制义务教育法的例

外，因此必须服从该义务法。 

初审判决：公立学校行政官员向格林县法院提出起诉，被告因此被法院判决违反

了州强制教育法，每人罚款 5 美元。被告抗辩说，强制教育法的实施侵犯了他们受第

一和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合法权益。法庭辩论表明，被告相信，根据门诺教教义，他

们的孩子进入公立或私立高中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还相

信，如果把孩子送进高中，他们不仅会受到教区的指责，而且还会使他们和他们的孩

子不能得到救济。州确认被告的宗教信仰是诚实的。 

终审判决：联邦 高法院认为，州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建立和维护教育体系

重要到了可以推翻宗教行动自由权的地步，因此维持州 高法院的判决。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 高法院判决书由首席大法官贝尔格呈递)：根据威斯康星州请求，本院重新

                                                        
① 门诺教徒违反义务教育法案: Wisconsin v. Yonas Yoder，406 U.S.205，92 s.Ct.1526，32 L.Ed.2d 15(1972) ，

WISCONSIN v. JONAS YODER (美国联邦 高法院，1972).转引自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美国联

邦法院经典案例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8～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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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了威斯康星州 高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认为，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活动自由

条款(第十四修正案规定该条款可以适用于各州)，被告(门诺教徒)违反威斯康星州强

制义务教育法的指控无效。本院维持威斯康星州 高法院的判决。① 

二、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 高的概念之一，内容十分丰富。根据《牛津高

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

利益。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中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

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

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GENERAL 

PUBLIC INTEREST）与社会福祉（GOOD OF COMMUNITY）纳入考虑的范围，从

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它行为的法律效力。②作为一种表

述方法，英美法系国家还有“公共利益法律”的概念，它指“对民法权、济贫法、环

保法、医疗保障法等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的总称。按照这种解释，依公共政策原

则可以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或私人交易进行限制，并对实施任何可能给一般公共利益

造成损害的行为设定必要的界限。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

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但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是否是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也存在

如何价值转换的问题，如政策与利益之间并非处于内涵上的对应性，政策有具体的表

达方式，而利益的表达是不确定的，它所追求的仍然是一个公众共同的需求。 

公共利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性质上，公共利益是公益性、个体性、合

理性的结合。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它是社会共同的、整体的、综合性和理性的

利益。公共利益也具有“个体性”，公共利益的价值理念是个人尊严的保护，公共利

益源于个体利益，同时为个体利益的实现服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赋予公共

利益更多的个体理性的因素，以防止“公共性”脱离个体的正当利益。公共利益还具

有“合理性”。无论是个体利益，还是公众共同的利益，利益的选择应在合理范围内

进行，以合理性为基本条件。这种合理性的基本要求是：个体利益本身的合理性；个

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程序的合理性；个体和公共利益相互转化的合理性；公共利益

评价体系的合理性等。其次，公共利益具有“制约性”。公共利益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能够发挥制约的功能，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合理的平衡关系。再次，公共利益具
                                                        

① 门诺教徒违反义务教育法案: Wisconsin v. Yonas Yoder，406 U.S.205，92 s.Ct.1526，32 L.Ed.2d 15(1972) ，
WISCONSIN v. JONAS YODER (美国联邦 高法院，1972).转引自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美国联

邦法院经典案例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8～244 页。 
②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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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补偿性”。依据公共利益所进行的任何限制，必须基于合理的理由与基础，在依

法征收或征用后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以保护个体权利不应限制行为而受到实质性的

损害。此外，在公共利益的判断中，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历史性、基础性

与道德性。 

在各国的宪法文本和学术研究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如经常出现

的表述有“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公共福利”、“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政策”、“国家利益”等。如《韩国宪法》第 37 条规定：“国民的一切自由和权

利，只有在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秩序及维护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由法律进行限制。

即使在法律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仍不得损害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内容”。《泰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人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和宣传的自由，只有根据维护安全的需要，

保护他人的自由权利、荣誉和声誉，或为维护社会秩序或人民的优良道德，或为了防

止人民在精神或健康方面的堕落而制定的专门法律规定，才能限制上述自由。《印度

宪法》第 31 条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或为使财产得到适善管理，在一定期限内接

管财产的管理权”。《德国基本法》第 14 条同时使用了“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

概念，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财产应负义务，财产的使用也应为社会福利服务。第 3

款规定：这种赔偿取决于建立公共利益和有关人的利益之间的公正平衡。 

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是比较固定的词汇。
①
1954 年宪法文本中三个条文

直接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第 10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动。第 13 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

或者收归国有。第 14 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在 1954

年宪法中还出现了“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等词汇。1982 年宪法第 10 条规定，“国
                                                        

① 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大体上具有如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是社会各种利益

的整合，反映宪法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

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强调了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从 1954 年宪法开始，所

有规定公共利益的文本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在公共利益的内容上，文本

中的公共利益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突出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文本中的公共利益、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区别的。国家利益是特定的概念，在汉语中有双重含义，即以国际政治范畴中以民族整

体利益为内容的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政府所代表的全国性利益。从性质上讲，国家利益主

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从

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条款中出现的“国家”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体，

它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关，特别是指政府的功能。为了明确国家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印度宪法第 12 条对国家一

词专门做了解释，规定：本篇所称的“国家”一词，除文义中需另作解释外，包括印度政府与议会、各邦政府与

邦议会在印度领土内或在印度政府管辖下一切地方当局或其他机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

“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与

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

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

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起着价值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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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宪法修正案》第 22 条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同时在《宪法》第 28 条中使用“社会秩序”，第 40 条中使用“国家安

全”，第 51 条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

益），第 54 条使用“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宪法修正案》第 20 条中采

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法。 

公共利益表述方式的多样性，与本国宪法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制度的需要有密切的

关系，各国通常在规定基本权利限制界限时作为一项原则来使用公共利益概念，宪法

文本中出现的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概念表述，容易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
①
由于宪法

文本中的公共利益概念存在不确定性，容易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与

矛盾，特别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其标准缺乏统一性、明确性与具体性，容易侵犯

社会个体的合法利益。为此，我们这里认为，公共利益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内部和平、

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希望通过这三方面的内涵能够初步掌握公共利益的概念。因此，

依据公益理由限制人们的基本权时，必须具有正当的理由，这就是在判断国家干涉宗

教自由的法律正当性基础。 

宗教自由是一个具有保障少数人们特质的基本权，在本质上不适合以多数决的

法律加以限制，德国基本法即没有对此基本权规定法律限制，而大多数国家用多数决

的法律限制宗教自由。对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正当性基础，则应当采取更严格的

标准。一般而言，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在公共利益上必须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防止妨碍他人自由 

所谓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是要求基本权主体，不得超越自己的权利范围，去侵犯

他人的权利范围，这属于权利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所表示的是

个人不得因其基本权而侵犯到别人的基本权。因此，这里涉及的是基本权冲突的问题。

也就是说，此时国家要介入个人的生活领域，必须是因为个人的基本权已经直接侵犯

到他人的基本权，而国家必须对此做出利益衡量，并因此限制个人的基本权。 

在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正当性上，由于内在信仰的认知、选择与归属等思想活动

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也是宗教自由所要保障的核心，因此，国家的管制正当性目的必

须基于 严格的标准，也就是避免妨碍他人自由。但是，因为内在信仰自由属于纯粹

                                                        
①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个体与国

家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的法律体系习惯于站在公权的角度维护其正当性，而对作为公共利益价值源泉的个

人利益往往缺乏必要的关怀。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借公共利益侵犯公民个人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公民缺乏对

公共利益的认同，甚至存在一种抵制公共利益的情绪。因此，需要通过理论研究和知识的普及，使公共利益与私

人利益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 



 

 108

的内在精神思想，并不可能妨碍他人自由，所以国家对此也就不存在管制的任何正当

性理由。国家管制宗教自由正当性的个案，可能会发生在人们行使其外在宗教自由或

宗教团体自治影响或限制其它基本权的行使方面，例如，宗教团体主张世界末日来临，

为拯救宗教团体成员，与教堂内施放毒气或炸弹，而毒气散发或炸弹爆炸后，会导致

成员以外的人们丧亡；或宗教团体为了维持自身的秩序，对其不遵守教规的信徒成员，

施以囚禁或类似的人身限制行为；又如：宗教团体为了新成员的补充，整日以扩音器

大肆播放福音或佛经，造成附近居民生活不得安宁等。对于这些，国家管制宗教自由

的目的属于正当的。 

(二)维持社会秩序① 

这里所称的“社会秩序”，是指经由国家管理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秩序

的 终目的在于落实基本权的保障，只是社会秩序在寻求落实基本权保障的 大公约

数而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直接地与基本

权能否行使有关，而只是通常有利于基本权行使的制度或秩序。因此，维持社会秩序

相对于防止妨碍他人自由等，可以说更为宽松。国家可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由，去限

制人们行使宗教团体自治。比如，宗教团体主张经济的自主，从事贩卖毒品或枪炮的

行为，这时，国家为了防止毒品或枪炮影响他人生活，出于维持社会秩序而管制宗教

自由的目的实属正当。 

摩们教徒重婚案提供了一个在宗教事务上维持社会秩序的例子。②该案的案由是：

美国犹他州第三司法区地区法院以重婚罪起诉乔治·雷诺尔德。重婚罪的定义为：“凡

妻子或丈夫健在的情况下另娶(嫁)他人——无论对方已婚或未婚——只要在美国法

律管辖之内，就是犯了重婚罪，须予以 500 美元以内的罚款和 5 年以下监禁。” 

初审判决：被告在庭上辩解道：他多年来一直是摩门教教徒，忠实地信仰该教教

义。摩门教有—个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教义：“男性成员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有实行一

夫多妻制的义务；这个义务在该教的各种类似圣经的呈书中均被提及；在全能的上帝

显示给该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神启中，上帝要求该教成员实行一夫多妻制；不

实行一夫多妻制格会受到惩罚并在死后入地狱。”被告还说，他的重婚得到本教组织

的许可；丹尼尔·H·威尔斯主持了他的婚礼，这样的婚礼符合本教教旨。 

被告要求法院从宗教的角度向陪审团解释，即：如果考虑到他的重婚是由于对其

                                                        
① 这里的社会秩序，采取狭义，因为如果采取广义社会秩序的含义，将人们在社会上的生活秩序包括在内，

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概念的重叠，而且也过度扩充立法者限制人们基本权的可能性。因此，这里

取狭义的观点。 
② 摩们教徒重婚案: George Reynolds v. United States，98 U.S. 145，25 L.Ed.244(1978) (美国联邦 高法院，

1878)。转引自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美国联邦法院经典案例选》，法律出版社 2004rh 版，第 235～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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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遵守或者一种宗教责任的话，就应该无罪。但法院没有朝这个方向去说服

陪审团；法院使陪审团相信，“被告在第一个妻子还健在的情况下第二次结婚是有邪

恶的动机(他知道他这是犯罪)，因而不可原谅，是犯罪行为。”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

地区法院处以被告 500 美元罚款和两年监禁，被告不服上诉，州 高法院判定维持原

判。 

终审判决：联邦 高法院维持州 高法院判决。终审判决书(该联邦 高法院判

决书由首席大法官怀特呈递)：议会不能制定法律来禁止宗教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

明确禁止这样的立法，全美任何地方都有宗教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判定(遵循

宗教教义的)重婚有罪这样的法律也在禁止的范围之内。 

北欧和西欧各国向来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仅存于亚洲和非洲的一种丑恶社会现象。

普通法规定重婚无效。在早期的英格兰历史上，重婚还被当作反社会行为来对待。宗

教法庭建立以后，直到詹姆斯一世时期，重婚都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按照詹姆斯一

世时期的第一法规，婚姻侵权可以被判死刑。 

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不认为多妻制是反社会的，通常都是通过民事法庭

进行审判，而且多半会受到严惩。不可否认，宪法保护宗教自由，但是不会到禁止对

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如重婚)作出立法的程度。该法规体现了立法的权威。它是符合

宪法的，对所有生活在美国的居民及美国辖区的居民都有效。问题是那些把多妻制作

为宗教信仰的公民是否就应该不受此法规管辖。答案是应该一视同仁。如果这些人是

例外，而那些不把多妻制作为宗教信仰的人触犯此法规却会受到惩罚，那么这就是一

种不平等。基于此，联邦 高法院维持州 高法院判决。 

(三)增进公共利益 

如前所述，公共利益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内部和平、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公共

利益的这三个方面与基本权的 大可能实现紧密联系：个人自由是人们行使基本权的

本质，因为只有在国家内部和平下，人们的基本权才得以充分展开，而社会正义则构

成人们基本权实现的前提，三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为的是国家多数人基本权实现

的 大利益，这就是增进公共利益的真正实现。在此，多数人基本权实现才是国家管

制的目的，国家管制当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达成多数人基本权实现的工具。就此意

义上说，国家的行为应该以 大多数人基本权实现为依归，将其作为共同追求的公共

利益，这本来就是国家管制基本权的正当性所在。因此，在国家管制宗教自由的正当

性上，应该判断该公共利益是否确实可维护或促进多数人们的宗教自由、或其它基本

权的实现。然而，在这个情况下的国家管制宗教自由的正当性，实具有牺牲少数、保

护多数的思想，在适用上与宗教自由保护少数的本质相对立，故国家想要以此作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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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宗教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必须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国家可能动辄以公共利益为

理由，发动多数决法律管制少数人的宗教自由。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寻求管制宗教

自由的正当性基础时，应尽量避免以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理由，除非是明显、重大而且

紧迫的公共利益。 

(四)避免紧急危难 

避免紧急危难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与刑法上的紧急避险相似，避免紧急危

险是指当人们或国家处于危急状态下，国家为避免人们基本权或国家受到现时危难，

而出于不得已，以致侵害他人基本权的行为。一般来说，在国家管制宗教自由的正当

性上，容易遇到的是国家避免人们紧急危难的个案。这里的紧急避难必须是基于特定

人或或不特定人的基本权保护法益，处于将受损害的紧急状态。至于该状态是不是被

限制对象所直接导致的，并不被考虑，比如：天灾虽然不是个人造成的，但国家仍有

可能以此理由，限制个人的基本权。与防止妨碍他人自由的限制理由相比，由于这里

并不要求可能的损害是出于被限制者而来，因此在条件上较宽松。国家可能以避免紧

急危难为由，去限制人们行使其外在信仰自由或宗教团体自治，如当教会失火时，国

家为了避免人们伤亡，而强制其信徒离开教会，迫使正在进行的宗教活动停止。这时，

国家管制宗教自由的目的应属正当。 

综上所述，在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正当性上，内在信仰自由绝对不允许国家任何

理由加以管制。然而，由于外在信仰行为是内在信仰的表现或实践，有时区分二者是

非常难的，因此，只能去区分不同的信仰行为与内在信仰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程度。

例如，教义绝对禁止信徒从事战争、输血或崇拜其它偶像，这些对于信徒而言，是必

须完全被遵守并落实在生活中的诫命，而且也不能通过其它方式来取代。所以，当国

家要限制或介入这些外在信仰行为时，必须是出于对更重要法益的保护，比如，父母

基于宗教信仰，拒绝让其患病的子女接受恢复健康、或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医疗时，才

可被允许。如果是某些可以替代的仪式（如放鞭炮改为播放录音带），则国家应当允

许。当然，该行为与内在信仰之间的关联性，原则上应当依据基本权主体的认知来做

判断。总而言之，宗教自由本质上不仅不适合以多数决的法律加以限制，而且由于宗

教自由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面对种种公益理由或国家目的而容易被否定的倾向，故

在国家管制宗教自由时，国家行为的目的应以比较严格的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

急危难为正当性基础的原则，而以维持社会秩序及增进公共利益为例外，尤其应避免

动不动就戴上公共利益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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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宗教传统、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历来就非常重视宗教工作。

①
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宗教自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社会主义中国，采取这一对待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是有深刻的理论根据和丰富的历

史经验作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伟大的导师历来主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主张一切宗教平等，坚决反对任何统治势力利用宗教。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结合我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逐步正确而完整地制定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结经验，立足于我国国情与根本任务，

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总纲领。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总之，使全体信

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

抵制和反对”。
②
 

需要指出的是，除宗教政策外，我国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法制手段来保护公民的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一、我国宗教自由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一)宗教立法获得重大进展 

1.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逐步完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

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 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8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

                                                        
① 2001 年，中央召开建党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会议，肯定了宗教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宗教的消

极作用。 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工作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

杂性。并提出了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

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十七大

报告中得到了强调，并写进了党章。 

②《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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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宪法》第 36 条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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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 

另外，我国的许多法律都有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者

不信仰宗教公民的相应条文。这些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侵

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利用会道门等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行为作出了

定罪和处罚的规定。 

2.国务院的宗教行政管理法规日趋成熟 

我国现有多个宗教行政法规，主要包括 1994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
①
以及 2004 年 7

月 7 日国务院第 57 次会议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主要内

容是：（1）明确制定《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宗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我国

处理涉外宗教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

由，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2）充分尊重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

自由以及外国人正常的宗教活动。（3）明确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我国宗教界的友

好交往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4）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外国人要遵守中国法律、维护

中国社会公共利益。（5）明确了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台湾居民在大陆、

香港和澳门居民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同时，法规也对相关法律责任

给予了明确，保证责、权、利的统一。 

《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共 7 章 48 条，制定《条例》的目的是为

                                                        

① 2004 年 7 月 7 日国务院第 57 次常务会议通过《宗教事务条例》，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宗教活

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故其内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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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它是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部宗教事务管理的综合性行政法规，立法时间比较长，而且充分

发扬了民主，表明了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政策的重大变更。
①
《条例》与原有地方性

条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变化也非常之大，例如原来地方性法规当中常见的“海外

关系”与“宗教活动”等，在《条例》中就没有作为章节出现。这说明我国政府对宗

教界的海外交流的政策有所变化，同时对登记场所以外进行的宗教活动是否一定属于

非法的态度也有一定的松动。《条例》扩展了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百允许从

事的活动范围，实际上为宗教行政管理执法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系统且宽松的规范依

据。 

《条例》强调依法管理，致力于改变过去的重视行政手段的微观管理体系，转向

立法、后续性监督和监察为手段的法律性管理体系。它赋予宗教机构更大的自治权，

同时，限制政府机构的权力。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条例》强调依法管理。《条例》在几个重要方面体现出政府正在走向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是《条例》就宗教事务管理作出行政决定的清晰而透明的标准。

如《条例》宗教团体的登记与解散程序、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

和撤消（第 14 条、41 条）、宗教教育机构的设立（第 9条）和宗教出版物内容的核

准（第 7条）。规范行政行为的手段有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如第 9条，要申

请设立宗教院校，宗教团体必须证明其拥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

计划；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必要的办学资金以及稳定的经费来源；办学的场地和设

备；专职的负责人、合格的专职教师和内部管理组织；合理布局等。二是与现有的法

律接轨。《条例》将宗教事务的管理置于我国现有法律的框架之内，特别是宗教团体

的设立、变更和撤消将按照《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处理。宗教团体的章程必须符合相

应的国家法律的规定（第 6条）。宗教出版物的出版程序及其内容的限制也将比照对

非宗教出版物的管理，按照《出版管理条例》来处置（第 7条）。大型宗教活动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和示威法》管理（第 10 条）。另外，《条例》还规

定了宗教团体的内部管理必须遵守现有国家有关人事、财务、会计、公安、消防、文

物保护、卫生防疫的法律和法规。三是明确提出了解决涉及宗教事务管理中的矛盾的

                                                        
① 《条例》的制定历时 6 年，包括三波向宗教界人士、学者、法律工作者与人权专家征求意见的过程，表

明了国家到宗教自由的重视，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宗教政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条例》采纳了 2005 年以

前的前 10 年里各省宗教法规中具有改革性的成分，赋予宗教团体与个人更大的自主权。《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宗

教团体可以：接受海外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出版和印刷供内部使用的宗教出版物、建造大型的户外宗教造像。取

消了以前对许多有关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以及海外联络的教团行为需要向宗教事务局报批的要求，表明

《条例》一个新的方向，即友单纯的管理走向了管理与服务并存的模式。这一模式采用了一套更加软性的方法，

仅要求宗教组织和场所通知宗教事务局备案，后者有权监督与检查，而不是就特定的宗教活动批准或行政决定。

《条例》立法过程中的征询范围、立法的历程，以及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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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为了减少政府部门武断行政的现象，保护宗教自由的

实现，即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行政管理中涉及宗教自由问题的纠纷。 

第二，《条例》体现了管理体制和要求有了新的变化。《条例》在管理方面表明

宗教事务局的职能正在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并且提出了新的管理要求。这表

现在：一是减少并取消了政府批准的要求。需要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宗教活动的数量

和种类大为减少。如《条例》不再要求就以下的宗教活动取得宗教管理局的事先批准：

在登记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举行的宗教活动；在这些场所举办的宗教训练；宗教活动场

所的新建和翻修；宗教出版物、艺术品和电子载体的制作、销售、发行和仓储；宗教

活动场所教职人员的人数以及负责人。此外，《条例》没有要求地方宗教局就涉外宗

教活动给予批准。二是新的管理要求。《条例》规定了新型的管理措施，取代了以前

通过地方宗教干部的行政决定来实现的微观管理模式。这些新的措施主要包括：报告

事项。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的重大事故（第 23 条），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的收支情

况，使用捐赠情况（第 36 条）；备案事项。经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第 27

条）、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第 17 条）、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员的赴

任与离任（第 28 条）；登记事项。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第 6 条），教产

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第 27 条）；申请批准事项。设立宗教院校（第 8 条），

宗教场所的设立、建筑、改建（第 13、25 条），大规模宗教活动（第 22 条）。 

第三，《条例》体现了宗教事务的自治及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条例》一个新的

变化是承认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利，其拥有与管理自有财产的权利，以及政府与宗教意

识形态的分离。同时，它规范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权限，使政府对宗教

事务的管理受制于法律和法规，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具体表现在：   

一是宗教团体自治权力的增加。原有的地方性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场所、或者宗教

教育机构必须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四川 1993 年、河北

1993 年、宁夏 1994 年、重庆 1994 年、吉林 1998 年等）。一些地方的宗教管理法规

还规定宗教团体必须教育其教职人员和信徒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 1996 年、

广东 2000 年、江苏 2002 年等）。宁夏（1994 年）还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在举行宗教

活动的时候必须高举国家主权，抵制非法活动，揭露犯罪行为（第 20、21 条）。这

些规定通常出现在我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民主党派、科协、艺术

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章程里。在新的《条例》中没有再要求宗教团体和个人公

开支持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 

对宗教团体自治权利的承认还表现在：《条例》不再要求宗教团体就宗教教职人

员资格的认定、注册，以及年检请示地方宗教管理机构批准（重庆 1993 年，第 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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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规定了在一般情况下，宗教团体有权认定教职人员的资格。但是也有例外，

即藏传佛教的活佛需要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或者省级以上政府批准（第 27 条）。天主

教主教的任命需要报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备案（第 27 条）。同样，《条例》也不再

要求申请就读宗教院校的信徒获得宗教事务局的批准（河北 1993 年），或者宗教场

所向地方宗教事务局提交年度报告（河南 1997 年，重庆 1994 年）。 

宗教团体的自治权还体现在《条例》保护教产的若干规定上，这些规定在以前的

一些省级地方性法规中也有体现（海南 1997 年、吉林 1998 年、河北 2003 年），但

并非全部（青海 1992 年、宁夏 1993 年、云南 1998 年）等的法规里就没有提到。考

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寺观教堂的大肆破坏，《条例》规定了对宗教财产的总体

性保护。被保护的教产不仅限于有形财产（房屋、构筑物、设备），也包括宗教团体

的收入。就政府土地征用问题，《条例》规定：如果为了城市规划和重点工程项目的

需要拆迁征用宗教产业，必须事先征得宗教场所所属的主管单位的同意，并且按照市

场价格提供补偿（第 33 条）。另一条款规范宗教产业的使用权。以前，如果有非宗

教单位使用宗教活动场所地用作非宗教的商业用途，或者拍摄电影或者组织展览会，

根据地方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使用单位必须获得地方宗教事务局的同意，而不是

获得宗教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的同意。第 25 条规定使用单位必须获得宗教活动场所以

及县级以上宗教事务局的同意才能按计划用途使用宗教场地。 

二是规范政府在宗教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
①
《条例》在更大限度承认宗教团体

自治权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机构管理宗教事务的权力，从一定意义上

说，《条例》标题的改变暗示了政府对宗教态度的改变。
②
《条例》所规定的一些限

制政府权力的措施表现在：明确规定了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活动；再次肯定了一些为

先前的法规所承认的宗教活动；提出了一些先前的政策性文件所没有提到的宗教团体

的新权利。如宗教活动场所自行编辑和印刷内部发行物（第 21 条）、宗教团体与宗

教场所接受海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捐赠（第 35 条）、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第 24 条）等。 

3.国务院宗教局行政规章对宗教自由的细化。国家宗教事务局已颁布了 4个部门

规章．它们是《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以及与民

政部联合发布的《宗教社会团体登记实施办法》、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公安部联合发

                                                        
① 需要指出的是，《条例》吸收了全国人大通过的旨在改进政府行政的四部法律的规范政府权力的精神。

包括《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这四部法律对政府与国家、公民与

市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规范政府机关权力，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② 与以前各省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相比，新的《条例》的标题表明了这种新型的政府与宗教团体关系。原

先的法规标题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暗示了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类似于领导与员工、长官

与百姓、经理与员工。而新的《条例》明显采用了更具有亲和力的标题。尽管政府与宗教之间的现实关系依然可

能维持上下级似的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条例》标题的改变暗示了政府对宗教态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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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于 1994 年 4 月 13 日发布。主要是为了贯彻《宗教活

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2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进行登记”的规定而制定的部门

规章。该办法规定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条件、申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程序和要求；

宗教事务部门根据符合规定的情况予以宗教活动场所登记、临时登记、暂缓登记、不

予登记；宗教活动场所的变更登记、法人登记等有关规定。 

按照《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第 2条规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需要具备下列

条件：第一，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第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第三，

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第四，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

规定的人员；第五，有管理规章；第六，有合法的经济收入。 

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除需要具备以上这些条件外，还要符合《宗教活动场所管

理条例》有关规定的要求，如宗教活动场所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宗教

活动场所不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支配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程序包括： 第一，申

请。申请进行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由其管理组织或负责人向登记机关（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交申请书及该场所的有关资料、证件和乡（镇）人民政府或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意见等书面材料。第二，受理。登记机关收到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申

请书和有关材料、证件后，在十五日内视所提供材料完备与否，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

决定。决定受理的，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申请登记表。第三，审批。登记机关在自受理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申请后六十日内，根据登记条件和有关规定进行审核。符合条件和

规定的，予以登记；其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具备法人资格的，

同时予以法人登记。对基本符合条件，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解决的，视情况可

予以临时登记或暂缓登记；对根本不符合条件和有关规定的，不予登记。第四，发证。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有

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凡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

场所登记证》；予以法人登记的，发给《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予以临时登记的，

发给《宗教活动场所临时登记证》。暂缓登记和不予登记的，发给书面通知并说明理

由。凡申请单位对政府决定不服的，可依法要求行政复议。 

《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于 1996 年 7 月 29 日发布。该办法规定了场所年

检的时间、程序、年检的内容和年检合格、不合格的标准等。该办法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每年第一季度要对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年检；年检主

要检查宗教活动场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管理规章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主要宗教活动及涉外活动情况、主要财务管理和收支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及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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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和现有房地产的变动、管理情况、其它有关情况等。 

年检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年检意见分

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宗教活动场所符合下列情形的，确定为年检合格：第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第二，开展宗教活动及涉外活动无违法违纪行

为；第三，依照本场所各项规章制度开展活动；第四，财务制度健全，收入和支出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第五，及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手续；第六，认真按

民主程序办事；第七，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宗教活动场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确

定为年检不合格：其一，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二，宗教活动及涉外

活动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其三，违反本场所规章制度开展活动的；其四，违反有关财

务规定的；其五，不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和机构设置备案手续的；其六，重大活动缺乏

民主程序的；其七，无特殊情况，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接受年检的；其八，年检中弄虚

作假的；其九，违反其它有关规定的。年检后，由年检主管部门在《宗教活动场所年

度检查表》上签署“合格”与“不合格”的年检意见。年检不合格的宗教活动场所必

须限期整改；不接受年检、在限期内整改不合格或有其它违法行为的，年检主管部门

要追究该场所管理组织负责人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对该场所予以警告、停止活动、

撤销登记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制定该办法的目的在于巩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成果，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

权益，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促进宗教活动场所自身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 

《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于 1991 年 5 月 6 日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

民政部联合发布，是为了保障宗教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保证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的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具体登记办法。 

该办法规定，宗教社会团体（含全国性宗教社会团体、区域性宗教社会团体和天

主教教区）须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宗教社会团体的登记条件是：第一，有团体名称、办公地址和负责人；第二，有

不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约章；第三，有合法的经济来源；第四，有可考证的、符

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第五，组织机

构的组成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另外，该办法还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

相同或相类似的宗教社会团体。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于 1998 年 11 月 19 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

公安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发布，是为了促进中国宗教界与国外进行宗教文化学术

交流，规范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提高聘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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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外国文教专家工作试行条例》，并参照《聘请外

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办法》而制定的部门规章。该办法规定了宗教院校外籍专业

人员的聘用原则、聘用资格的申请和审批程序、骋用人员的申报和审批程序、外籍专

业人员教学工作的管理等。 

该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其一，关于适用范围。《办法》规定，本《办法》适用于

经国务院、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宗教院校。不在适用范围

内的宗教院校，如需聘用外籍专业人员，须按有关规定补办院校设置的审批手续。获

批准后，再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二，关于宗教院校的聘用资格。《办法》

规定，宗教院校符合申请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资格需具备的条件是：学制三年以上并已

开办四年以上；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或专职、兼职管理人员；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有保

证外籍专业人员工作的基本条件及外事接待和安全保卫能力；有对外籍人员教学评估

和鉴定制度。根据《办法》规定，宗教院校经申请并取得《资格认可证书》后，方可

开展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资格认可证书》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统一制发。无此

证书的聘用单位，外事部门不予办理邀请外籍专业人员的函电，公安部门不予办理外

籍专业人员在华居留证，国家宗教事务局不审批其聘用计划。其三，关于受聘外籍专

业人员的条件。《办法》规定，受聘外籍专业人员应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受

聘外籍专业人员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和各

宗教、各教派互相尊重的原则。其次，受聘外籍专业人员一班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并在某一宗教学术领域有较高造诣。受聘从事一般语言教学的外

籍专业人员，应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经验。其四，关于宗

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审批权限。《办法》规定，宗教院校拟聘用外籍专业人员

的人选须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其五，关于受聘外籍专业人员的签证。其六，关于

对外籍专业人员的管理。《办法》规定，受聘外籍专业人员必须与该宗教院校签订讲

学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受聘外籍专业人员必须遵守该宗教院校的各项规章制

度，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授课内容必须符合我国宗教院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并

按教学计划进行。受聘外籍专业人员不得从事与其聘用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对不履行

合同要求的外籍专业人员，经该宗教院校劝阻仍坚持不改的，应按合同规定予以解聘。

被解聘的外籍专业人员由国家宗教事务局通报各有关单位予以停聘。 

4.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之规定，突出了地方宗教管理事务的特色。随着“依法治

国”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为治国方略，各地地方宗教立法的进程明显

加快。尤其是自两个宗教行政法规颁布以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也陆续发布了一些

部门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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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制定、颁布了 50 余件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综合性或单项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

（截止到 1999 年底）。可以说，宗教立法工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对宗教事务的

管理已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现将地方宗教立法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综合性地方宗教法规有 9 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黑龙江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海南

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重庆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吉林

省宗教事务条例》、《辽宁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 

由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综合性地方宗教法规有 2件，即《广州市宗教

事务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宗教事务条例》。 

由地方政府发布的综合性地方政府规章有 7 件：《甘肃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

定》、《湖北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

《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规定》、《江西省宗教事务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宗教事

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 

这些综合性的地方宗教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主要对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宗教院校、宗教财产、宗教出版物、宗教对外交往等做出了

规范，明确了法律责任。 

此外，还颁布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方面的地方性宗教法规、政府规章 22 件，

有关宗教教职人员管理方面的地方性宗教法规、政府规章 5件；有关宗教活动管理方

面的地方政府规章 3件；有关涉外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 l件；有关宗教

印制品管理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 l件。 

(二)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相继设立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全国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

教（新教）五种主要宗教的信徒超过一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适应宗教

工作的需要，各级政府逐步建立了宗教事务工作机构，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贯

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

国政府宗教工作机构的历史演变大致如下：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结合中心工作，宗教内开展了反帝爱国

运动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摆脱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 

1950 年 7 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内设立了“宗教问

题研究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宗教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调查研究天主

教、基督教和佛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并就有关方针、政策性问题提出意见，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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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工作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1951 年 1 月 9 日和 7月 12 日，政务院分别作出指示，在政务院和各大行政区文

教委员会内设立宗教事务处，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一部分辖市和专署及县建立宗

教工作机构，列为各级政府的直属机构之一。由此开始，各级政府宗教工作机构逐步

建立。到 1952 年底，有 39 个省、直辖市及省辖市成立了宗教事务处。根据当时的情

况，宗教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对天主教、基督教和汉民族地区佛教方面的政策性问题，

指导各地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工作。 

1954 年 11 月，国务院决定，在宗教事务处的基础上，成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宗教事务局的业务范围是：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统一掌管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工作（这个时期，对伊斯兰教的工作由国家民委

掌管，至 1957 年，伊斯兰教工作移交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任务为贯彻执行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草拟对宗教工作的

指示；加强同宗教界人士的联系，推动宗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检查与指导各地宗

教工作；加强对宗教团体的管理，指导宗教界的国际友好活动，调查研究国内外的宗

教情况。 

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各地进一步健全宗教工作机构。要求京、

沪、津三个直辖市及宗教工作任务繁重的省改宗教事务处为宗教事务局，要求大城市

中宗教工作繁重的区和省属县设立宗教事务科。至此，从省到县的宗教工作机构，基

本上建立起来。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被撤销。“文

化大革命”后，政府宗教工作机构逐步得以恢复。 

1979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八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

恢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机构和编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宗教工作机构和

编制也相应予以恢复。1979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正式下文批复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的机构编制。 

1982 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强调“必须健全和加强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机构”，推动了各级政

府宗教工作机构得以恢复和建立。 

根据国务院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的部署和要求，1988 年 7 月 23 日，国家机构

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方案。国务

院宗教事务局是国务院主管宗教工作的职能机构。为了加强对国内外宗教问题的研

究，经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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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国务院的机构再次进行了改革。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职能配置、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再一次进行了调整。先后成立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机关服务中心、《中

国宗教》杂志社和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此同时，各地根据当地宗教工作的实际需要，

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了政府宗教事务机构。 

到 1995 年底，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政府宗教工作机构，全国有 1551

个县设宗教工作机构，干部编制总数为 3053 人，大体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宗

教事务管理网络。各级宗教工作部门作为政府宗教工作的主管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 

1998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宗教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仍为国务院主管宗教事务的直属

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有关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落实措施并组织实施；

调查国内外宗教现状，掌握动态，研究宗教理论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和意见；草拟

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依法保护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利，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

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

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推动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

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帮助宗教团体培养、教育宗教教职人

员，办好宗教院校，搞好自身建设；办理宗教团体需由政府协助或协调的事务；组织、

指导宗教政策和宗教法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指导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

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及时处理宗教方面的问题；支持、帮助宗教界开展对外和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的友好交往活动；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建议 

迄今为止，宗教几乎伴随了人类历史始终，进入新世纪，宗教问题
①
变得更为敏

感、尖锐和突出。表现为：（1）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不宽容和宗教歧视，直至今日尚

未绝迹。（2）少数极端组织和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大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

及国内、区域、国际社会安全和秩序，成为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亟待解决的一项重

大难题。（3）个别国家在外交、国际合作中，以宗教、人权为名，采取双重标准，甚

至不惜动用武力，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纪录。（4）部分国家，在

                                                        
① 关于宗教问题的根源，一般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忽视和缺乏理解、为可

疑目的而运用或滥用宗教或信仰、历史发展、社会张力、政府“官僚”、持不同宗教或信仰的人们之间缺少对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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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内宗教事务时，不能依法办事，出现了一些非法干涉宗教自由、侵犯人权的现

象，等等。在我国，我国宗教立法尚不健全，在施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和

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邪教问题（法轮功等）、台独、藏独、疆独问题等，极大地危

害到和干扰了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在外交领域，我国需要

从容应对和排除来自人权和宗教方面的种种诘难和干扰，等等。
①
可见，宗教和人权

问题，既是国际的，又是国内的，而且常常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应对挑战，还是化解

危机，都要求把二者联系起来考虑，以现行、有效的人权法体系为依托，准确界定宗

教自由和其它，确认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在对外交往和国际社会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域外也出现了新趋势，即一些国家从立法和实践各方面

支持传统宗教的发展，而对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的传入和增长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

②
各国选择的模式与本国的具体国情（历史背景、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理念、

法律传统等）关系密切，各有的特色，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③
。学术研究，应当正视现

实，尊重现实，应当结合我国国情，认真思考，冷静分析。在我国，党和政府非常重

视宗教工作，谨慎对待宗教，注意争取信教群众，注意利用宗教的积极作用，促进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能不能发挥、如何发挥

其积极作用，需要从世界到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认真思考，

积极探索，做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我国宗教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相对滞后，并且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发生“文革”

中破坏、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即使从目前情况来看，宗教法制方面也有许多不完善

的地方，这与我国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不无关系，
④
此外，对宗教存在片面、甚至

                                                        
① 例如，1998 年 10 月 8 日，美国第 105 届国会正式通过《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可

以对自认为侵犯国际宗教自由的国家实施包括外交方式、经济制裁等 15 种措施，中国当然也是主要对象之一。这在国

际上引起很大争议。张训谋：〈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评述〉，载《中国宗教》，1999 年第 3 期。 
② 比如宗教团体的登记注册，需要一定的条件，如要达到一定人数，国家对已登记的宗教团体提供财政资

助，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在享有的权利方面不完全对等，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具有危险特性的宗派活动进行某

种程度的限制。对于宗教团体登记，比利时政府规定的标准有五条：（1）该宗教必须有其组织结构或教阶体制；

（2）该宗教团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信徒；（3）该宗教必须在比利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4）该宗教必须能为

公众提供一种社会价值；（5）该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并尊重公共秩序。1990 年 9 月拉脱维亚通过的《宗教

组织法》规定：申请登记必须有至少 10 名 18 岁以上的拉脱维亚常驻公民；3 个以上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地方宗教

团体可组成一个地区或中央机构；地区或中央机构有权开办修道院、研究机构、传教机构以及更多的地方团体。

1995 年 9 月通过的新《宗教组织法》将申请登记为宗教团体的 低信徒数量从 1990 年规定的 10 人提高到 25 人。 
③ 比如在印度，有一个宗教是是崇拜牛的，当牛群通过大街时，信徒是要跪下来崇拜的。牛群既走的慢，

崇拜的人一多，交通自然就阻塞了。可是，警察当局不但不控告牛群主人或阻塞交通的，反而要其他车辆和行人

驻足，好让崇拜不受干扰。这在我国英国或美国等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的。 
④ 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经写入我们的宪法

之中，我国重人治、轻法治的状况已经逐渐得到改善，况且，我国重人治、轻法治的研究已经非常多，所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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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认识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围绕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参加了宗教管理部门、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认真地听取了他

们的意见，并与信教群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针对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障

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护，

应该努力做到：一是各宗教之间、各宗教团体之间、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以及

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二是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

战线，建立牢固的反渗透阵地，制止和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三是弘

扬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有些宗教道德和社会公德有相通之处，我们就要引导信

教群众去实践这部分宗教道德规范，协调和处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为此，笔者

认为，我们在保障、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宗教自由和平等、政教分离、

法律保留原则、宽容与对话原则、宗教自治和自主办教原则，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我

国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一）树立正确的宗教法治观 

1.宗教法治观念方面存在着片面、甚至错误认识。之所以要树立正确的宗教法治

观，是因为我国当前社会对于宗教法治观念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1）对宗教本身还存在着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关于宗教及其社会作用的认

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基于批判当时的社会和革命的需要，着重揭

露剥削阶级利用宗教的麻痹作用，从精神上奴役劳动群众，并维护其剥削制度来认识

宗教及其社会作用。并且，由于长期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我们曾经教条、片面的理解

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仅仅从负面、消极意义上来看宗教，把宗教信仰

简单的等同于迷信
①
，作为意识形态，片面地强调宗教是对世界的虚幻的反映，是一

种颠倒的世界观。习惯于用“正确”和“错误”的两极标准对宗教进行定性和归类。 

在这种认识之下，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把教徒增长速度较快看得非常可怕。在延

津县委统战部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据了解，各地各种宗教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发

展，且不少地方发展很快。某刊载，豫南某市自 1991 年以来基督教人数“几乎增长

2倍”；某县自 1991 年以来“增长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人数”。
②
这些文字似乎提醒我

们的是，教徒的增长就是党的威信的下降，教众越多，国家就越危险。显然，这种认

识严重忽视了宗教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忽视了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和对

                                                                                                                                                                        
里不再单独论述。 

① 参见三思：《寺庙香火盛，烧香拜佛多，现代迷信正在卷土重来》，《工人日报》1998 年 2 月 7 日第 1 版。 
② 延津县统战部：《农村宗教管理工作亟待加强》，《中州统战》199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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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片面的、错误的认识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不相符

的，也不利于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危害甚大。 

（2）对宗教政策和宗教法律还存在错误的认识。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还存

在要么重宗教政策，轻宗教法律或者轻宗教政策，重宗教法律的错误倾向。由于受传

统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甚至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政策指导是大事，法制建设是具体

事务”，“讲政策是党委部门的事，讲法制是政府部门的事”。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法治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人就认为“要重视宗教法治，宗教政策可

有可无。”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极不正确的。在宗教事务的处理上，一方面要强调

法律的作用，对宗教自由积极进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政策，毕竟政策往往

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灵活反映。两者密切配合，才能有利于宗教事务的正确处理。 

（3）宗教治理观念淡薄，甚至存在错误观念。就目前情况而言，广大公民、尤

其是有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宗教法治观念更是空白，甚至存在着错误观念。

比如，有人（包括有些领导干部）片面地认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是限制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是限制宗教，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人为地对立起来。从

事宗教管理工作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么不懂法、要么不懂宗教，既懂宗教、

又懂法的干部少而甚少。这些现象在基层表现尤为突出。三种不正确观念倾向在一部

分干部中间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是重限制，轻保护。把法律狭隘地理解为对宗教活动

的限制，忽视了法律更是对宗教活动的保护。二是重权力，轻权限。宗教事务部门的

有些同志只知道其职权，而不知道其职权的范围，容易导致不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管理，

从而越权行政和滥用职权。三是重施行，轻监督。遇事不与宗教界协商，不听取宗教

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不吸收合理建议，造成管理上的宽严失度，管理质量不高。

与此同时，宗教事务部门的守法观念、按程序办事的观念与制度公开观念极其淡薄。 

2.树立正确宗教法治观的基本举措。结合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当修正这些不利于

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错误观念，树立正确的宗教治理观： 

（1）学习和研究宗教知识，正确认识宗教现象，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以往对宗

教的认识和研究仅局限于从负面、消极的意义上的认识必须加以改变，从国际国内的

实际情况来看，以宗教存在和发展态势的逐渐减弱和势必消亡作为考虑现阶段问题的

基本出发点是错误且片面的。在我国，宗教并未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根本减弱，

相反还在继续延续，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明显发展。因此，一定要充分

认识和深刻领会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并正确估价宗

教这三个特点所带来的影响，这是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础。另

外，也要认识到宗教的价值，一般而言，宗教大都主张仁爱、慈善、和平（但是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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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主张和平、宽容的宗教不幸被一些人歪曲、利用）。这有利于提升人的社会

责任感、道德修养和遵纪守法的意识，这些也都是促进社会安定、发展与和谐的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做到对待宗教工作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 

（2）改变重宗教政策，轻宗教法律的错误认识，树立法律至上的正确观念。正

确处理好宗教法治和宗教政策的关系，注意二者的互补性，及时把实践证明，切实可

行的政策制度化、法律化，并注意及时修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宗教法。宗教政策与宗

教法律虽然是有区别的，但二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与贯

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不矛盾的。正如李鹏总理在 1990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

指出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并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是全面贯彻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不要把对宗

教事务的管理同宗教信仰自由对立起来。这种管理，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地说，就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用

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既保护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也保护公民不信仰宗教

的权利；既保护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

活动和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又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
①
 

（3）加强宗教法治宣传教育，培养全体公民正确的宗教治理观念。加强宗教法

治宣传教育，大力培养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执法人员、教职人员的宗教

法治观念，树立起宗教法治观念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有力武器的正确观念。 

随着宗教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法律意识就成为宗教工作干部的一项不可缺

少的素质。有了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宗教工作干部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对于

法律的遵守落实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宗教

工作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特别是各级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高到在政

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作为自觉贯彻执行党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

来实践。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学法，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在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中，树

立法律的权威，进而在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使广大宗教工作干部认识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依法管理，不是简单地称为“我来

管你”，或“你归我管”，而是要依法防止权力滥用，自觉接受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

众的监督。同时应当欢迎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参与管理，并为这种管理开辟有

                                                        
①《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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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 

（二）进一步完善宗教自由保护的法律制度 

1.改变宗教立法方面存在着不适应保障宗教自由的问题。目前，宪法文本自身和

现行法规的有些规定与保障宗教自由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还相互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立法体制，并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

的立法程序，立法的科学性与规划性得以加强，宗教立法从无到有，成就是明显的。

但与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努力使宗教与社会

主义相适应的要求相比较，目前全国的宗教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在： 

宪法方面，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但没有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

人。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许多外国人、无国籍人（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有宗

教信仰的）纷纷来到中国。甚至长期在我国工作与生活，所以宪法这一规定无法包括

他们，显得不够全面。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其实，宗教自由的主体其实应该包

括宗教团体，我国宪法里对此也没有体现。 

专门的宗教法律方面少而且层次低。我国的宗教法律仅有行政法规层次上的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部

门规章层次的四部（《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

《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法律层次上的

仅有宪法、选举法等抽象规定，还没有制定出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自治法》（我们讲民族区域自

治、特别行政区自治、村民自治，而很少或没有提到宗教自治，这是不全面的，其实，

国外也非常重视宗教自治。）等基本法律，因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无法可依”现

象突出。 

现有的法律、法规之间（尤其是地方性宗教法规）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打架甚至违

反宪法的现象。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缺少评价标准或评价标准不统一，

相互矛盾。比如，针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是否可以从事卜卦、算命及其对此的评价就不

统一。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等活动如何定性？是否属于宗教事务？

亦或属于民间风俗、信仰？中共中央[1982]19 号文件指出：“对于一切以看相、算

命、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员，应当教育、规劝和帮助他们劳动谋生、自食其力，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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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类利用迷信骗人的活动，如不遵守也应当依法取缔。”
①
2002 年 7 月 18 日，

北京市通过了《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稿）》，规定今后北京市民在宗教活动

场所内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将不再违法。《上海市

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当然并不限于上海，而且还有其他省市，如黑龙江等）第 28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

动。”两个地方性法规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定截然相反，并且，都是发生在我国大

陆之内，这不仅违背法律的统一性原则，让人不知所从，而且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是极其不严肃的。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种自由和宪法权利就不能被其效力处于

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下位法所限制（除非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本身的

目的或者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利益等）。以《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为

例，《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第 53 条第一款：“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弘扬科学精神，

遵守学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提高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

弄虚作假，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和伪科学活动。”这里规定了“迷信”
②
一词。

这有可能会侵犯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明显背离宪法第 36 条以及宪法第 5条的规定

精神。 

                                                        
①《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 页。 
② 什么是“迷信”呢？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0 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迷信”

的解释是：1)信仰神仙鬼怪等。2)泛指盲目的信仰崇拜。可见“迷信”一词是信仰与宗教紧密相连。道教就信仰神

仙，是以“道”为 高信仰。“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

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神仙以济世度人为宗旨。故道教徒

既信道德，又拜神仙。道教信奉的 高尊神是“三清”，其次为玉皇，其次为四御，再次则为众天神。其他分司不

同职责的神仙，老百姓 熟悉的有风、雨、雷、电、水、火诸神，以及财神、灶神、城隍、土地等。② 在道教

中，理想的道德行为是在神仙身上体现出来的，修道者只有尽 大努力效仿神仙的“善良生活”，以此来衡量自己

的道德水准，才能成为神仙之国的“选民”。神仙 是至善至美的化身，创造了一个充满正义与善良的世界，并为

人们建构了一套道德价值标准，人们的道德表现应听命于神仙，以神仙的道德风范作为个人的楷模。这就是道教

各类神仙形象给予人的启示和示范。可见，在道教的神仙和人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神仙对于人来说

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 
除道教外，佛教和天主教都有对神的信仰和崇拜，如佛教中对释迦摩尼的信仰崇拜和天主教对耶稣的信仰崇

拜。宗教与迷信都是以有神论观念作为它们的思想基础，相信和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当

然，也有人认为佛教是无神论）。“迷信”的含义更多的倾向于“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因此，理论上，

人对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着“迷信”的观念，即使是在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科学迷信”。 
再比如，我国刑法第 99 条规定："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从这里可见“封建迷信”一词。据有关材料解

释：“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

骗钱害人的活动，如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②这种“封建迷信”②的解释有

一些问题，似乎存在扼杀“传统文化”倾向。如“风水”，它是“封建迷信”呢？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经过多年

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风水术的内核，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精华。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

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清华大学建筑系景观研究

所所长孙凤岐也认为，风水并不全是迷信，在什么地方建房子，什么地方不该建，我们的祖先琢磨出了一套经验

理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古代的风水说很讲究人以及建筑跟环境的关系。参见：殷楠：《现代风水学科学还是

迷信》，《青年参考》2006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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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一些省市在制定宗教管理条例中只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和天主教等列为宗教，而将其他所有宗教都排除在宗教范围之外的做法，与宪法是矛

盾的。比如，《山东省宗教管理条例》第 37 条规定：“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

兰教、天主教（公教）、基督教（新教）；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县级以上区域性

佛教协会、道家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

区才、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
①
按照此规定，除了五大宗教之

外，不仅犹太教、印度教、东正教（包括五大宗教内的新兴分支教派和新兴宗教）等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合法的宗教这这些地方不被认为是宗教，而且没有合法产生的可

能。这实质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而且剥夺了公民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权力对

宗教信仰及事务的不适当的干涉。 

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使得上述违反宪法统一性的现象不能被及时

而有效的纠正，这不仅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而且，也不利于有效的保障

宗教自由利的顺利实现。 

（2）现行法规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现行法规、规章的

有些地方规定地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这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

的保护。表现在： 

其一，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善。法律责任规定要么很少，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事务条例》、《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

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等；要么过于简单，

比如《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职、违法

等根本就未做规定，这和法治的精神（有权必有责，权责一致）相矛盾。 

其二，缺乏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职权、执法程序、监督、法律责任等的规定。

就全国性的宗教法规或规章来说，对于宗教管理部门的相关职权很少规定，地方性的

宗教法规或规章更是如此。无论是全国性的宗教法规、规章或者地方性的宗教法规、

规章，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宗教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本条例，尽职尽责。至于有哪些职

权、如何实施、违法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作具体详细的规定，因而导致实践中

难以得到很好地落实。 

其三，语言模糊，有些规定不是法言法语，这不仅不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而

且也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国务院刚颁布不久的《宗教事务条例》

为例，《条例》第 2 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是什么，

                                                        
① 参见《山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2000 年 8 月 25 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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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任何说明。这就为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和贯彻本项规定埋下了由于理解不同而

产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
①
《条例》第 3 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此

项规定的关键在于一切宗教活动首先必须是“正常的”，才能受国家保护。现实社会

中，有多种宗教，就一种宗教之中，也可能存在有多种教派，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统

一的、普遍适用的“正常”标准。这一规定不符合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从立法

角度看，是不严肃的；从执法角度看，该规定的操作具有太大的随意性，赋予了政府

太大的任意干预宗教活动的权力，这显然不利于人权保护。当然，这与我国宪法监督

制度的不完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宪法监督制度可以保障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

一。 

2.修改宪法第 36 条并完善宗教自由保护的法律。针对宪法和其他宗教立法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在宗教立法中
②
应当做到： 

（1）修改现行宪法第 36 条的建议。关于宪法第 36 条的修改，有人提出了修改

的理由和建议，
③
也有学者认为，本条旨在强化对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障，限

                                                        
① 对什么是“宗教信仰自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所谓信仰，只存在

于个人的头脑或思想中，属于意识形态或思想精神活动的范畴。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指公民内心对宗教相信与否的

自由；另一种理解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公民有在思想上、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这种自由无法被剥夺，

因为法律的特点告诉我们，它是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的，不能规范人们的思想），而且有为了保持其信仰，进行

外在的、有形的、有组织的、群体的宗教活动的自由。这种活动被宗教信仰者认为是保持和实践其宗教信仰的必

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具有与其精神活动不可分割的同等重要性。没有进行宗教实践与宗教活动的自由，所谓的“宗

教信仰自由”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② 重视宗教立法，同时也不能忽视宗教政策的便利，继续发挥政策优势。政策同法律比起来，毕竟要灵活

得多，更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要求；在利用这种方式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党和国家具有优良的传

统和较高的水平；况且，政策和法律是互补的，政策不能超越法律，法律也不能背离政策……，据此，政策不应

废弃，而应不断提高内容质量。 
③ 参见《公法评论网》修改理由如下：作者所持的理由是：宗教和信仰自由是 根本的自由之一，一直以

来都被看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核心。任何公民都有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的自由，

包括父母可以为其未成人子女选择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或信念。对于公民的这种选择，任何人都不得进行强制

和干预。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来自国家的干预。  

信仰自由必然包括了信仰者从思想到言行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的自由。因此修改稿特意增加了“以礼拜、戒

律、践行等方式表明和传播其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这一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必要诠释，其实也是前一条公民表达

自由的一种自然延伸。任何宗教和信仰都有和平地传播其信念的自由。因此修改稿用目前的表述替代了现行条文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样含糊的、并将公民宗教自由置于国家审视之下的措词。 

当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有界限。但原来的规定过于苛刻和含糊，建议修改为“在不直接损害他人基

本权利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所谓“直接”损害，是指其活动对于当时其信徒或周边个人权利或公共秩序构成

了现实的损害，而不是指其信仰内容本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观念冲击。因为信仰本身作为一种思想，

其是非曲直不应由法律来评判。  

修改稿删除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一句。因为一方面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属于公民

宗教信仰自由的范畴，本来就不应受到任何人的强制性干预或支配。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在思想上是无国界的，公

民拥有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包括了公民自愿与境外宗教组织进行交流，甚至建立组织上联系的权利。国家不

能在宪法上事先剥夺公民及其宗教团体的这种权利。如果其与境外团体的具体联系活动触犯其他的法律规定，则

按照该法律予以处置即可。  

本条增加了“国家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一种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信仰”

的规定，因为这种做法超越了国家职能的合理界限。而国家确立国教，或利用公共资源支持某一种宗教或哲学、

道德体系，这对于其它宗教、信念而言是不公平的，对公民的多元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构成了侵犯和歧视。确立国

教或任何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也为成为国家实行思想专制、制造“思想和良心犯”的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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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建议修改为： 

个人与公民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在不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公共秩序及

煽动排他性仇恨的前提下，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方式表明和传播其宗教和信仰。国

家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任一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

信仰。 

有人指出，现行《宪法》第 36 条的内容是 1982 年针对 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

《宪法》的内容修改的，通过修改，摒弃了原来“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不信仰宗

教的自由，也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内容。因为，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后面，加

上“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自由”的内容，实际上就否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

本权利，是为当时“文革”期间全面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的现实的法律确认。修改后的

第 36 条，比较好地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于冲

破“极左”路线在宗教问题的束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

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宗教问题上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较深，因此，《宪

法》第 36 条的内容，不同程度仍然存在对宗教的防范性和歧视性规定。从体例上来

说，存在着与整个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体例不符的情况。因此，应当把《宪法》

第 36 条的内容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国家实行

政教分离的原则”。
①
 

                                                        
① 修改理由：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是 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确定的原则，其基本原则和精神是正确的，在文字表述可以调整。由于宪法赋予公民不仅仅是有宗教

信仰的自由，而且也有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宗教弘法等的自由，如果宪法只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就曾经被人们误认为：公民只在内心里信仰宗教就行了，信仰上可以有自由，而在参加各种宗教仪式、

宗教活动、宗教弘法等方面，受到许多人为的限制，使公民真正的宗教自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因此，建

议将这句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不仅体现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

由，也体现了公民不信仰宗教、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信仰其他民间宗教的自由等。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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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颁布二十年多年来，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机关或者团体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

仰宗教的事，以及歧视信仰宗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的事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例如，全日制高中三年级《思

想道德》政治课教材中，对宗教社会作用全盘否定的评价，就起到强制儿童不信仰宗教的作用，实际上是违反《宪

法》原则的。因此，这一条款继续保留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建议此款修改为“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因为，

党的政策中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干预国民教育、干预国家司法制度，并且明确规定，国家不能用行政力量

支持一种宗教压制另一种宗教。所以规定政教分离原则。政教分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政

治、干预国民教育、干预国家司法制度”，同时，国家政治（包括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国民

教育和国家的司法制度，也不得干预宗教自由。 

第三，“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款的内容与上面的内容是重复的，因为前款已经规定“公民有信

仰和宗教自由”，已经含有国家保护公民宗教活动的内容。条文中将宗教活动区分“正常的宗教活动”，那么言

外之意，还有不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宪法和法律又不可能对正常和不正常的宗教活动进行全面的、彻底的界定，

因此在实际确定“正常宗教活动与不正常宗教活动”工作中，出现许多以行政权力干预公民宗教信仰的事例。同

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的总章程，不应当承担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不正常的宗教活动”

的具体责任。因此，为了使宪法条款在文字上更加精炼，内容上更具原则性和指导性，建议此句话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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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当时立

法者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对宗教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通过宪

法加以预防和防范，这也是对宗教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实际上，此段话不仅仅只适用于宗教，而且同时也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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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些建议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些建议在我国目前则不具有可行性。为此，我

们认为，可采用如下方式予以修改： 

确认人人（包括宗教团体）都享有宗教自由，这是宗教立法的核心内容。其中，

对于内在的宗教信仰，应当受到绝对的保障，而不得侵犯；对于外在的宗教活动自由

应当给予必要的限制。同时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不应当仅仅限于“公民”。随着我国

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许多外国人、无国籍人（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纷

纷来到中国。甚至长期在我国工作与生活，所以宪法这一规定无法包括他们，显得不

够全面，因此建议变更“公民”为“人人”，把宗教信仰的主体公民修改为人人，明

确承认人人有宗教或信仰自由，而不仅限于公民。 

同时信仰的范围不仅包括宗教，而且包括其他许多内容，宗教只是信仰的一个方

面，因此可以考虑变更“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等。一方面使信

仰的范围更客观真实，符合实际，也是与国际公约接轨的需要，因为我国已经加入了

这些国际公约；另一方面，也与宗教自由的平等原则相一致。这里的人人不仅包括遵

纪守法的人，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和罪犯。从实际情况看，在我国， “犯罪嫌

疑人、服刑人员和死刑犯”的宗教自由利，尤其是宗教活动自由没有办法落实。对于

他们来说，从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虚置的基本权利。1991 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对于普遍适用性的条款，应当写在对

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中，而不能只写进公民宗教自由利的条款内。这种写法，既与宪法的条文体例不相符

合，也与宪法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初衷相悖。因为，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从第 30 条至第

50 条的内容中，全部是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在第 36 条中，特别规定了信仰宗教公民的义务，实际上给信

仰宗教的公民增加了一重义务，是不但是一种歧视性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宪法体例。因为从宪法第 51 条至 56 条

中，对公民的义务做了明确规定，这些义务的内容已经包括了第 36 条中所规定的义务，无需在第 36 条再次向宗

教界进行特殊强调，例如第 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

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此条的内容，已经包含了上述对宗教信仰者的规定的内容，

对于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任何人都适用。所以，在第 36 条中，给信仰宗教的公民规定双重义务。不符合宪法

第 33 条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

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原则。因此，将建议此段话予以删除。 

第四，“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句话在 1949 年的共同纲领中和 1954 年、1975 年、

1978 年宪法中都没有提到，既没有历史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是受“文革”中“左”的思想影响而在 1982 年

修改宪法时加进去的。当时由于我国还没有突破文革中的闭关锁国政策，除宗教具有国际性的特征时常与外国宗

教组织与宗教团体进行交往外，其他国家机关（除外交部）、企业、事业等，极少与国外组织与企业进行交往。

针对当时的情况，这一款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种企业、事业、政府机关和个人，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

系，特别我国加入 WTO 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各项闭关锁国的政策有了重大突破，国外众多企业纷

纷到中国投资、设厂，甚至有的外国财团在中国参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投资。同时，中国有众多企业和财团，也

纷纷到国外进行投资和经营。因此，宪法第 36 条规定的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原则，也具有社会普遍性。我们

认为，一切与外国组织和机构有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有“不

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义务”。因此，在对外开放如此广泛的情况下，只对宗教如此规定，显然已经过时了。同时，

由于宪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

誉和利益的行为”规定，第 55 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的规定，其

基本内容和精神，已经包括了第 36 条中“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内容，所以，作为公民

的一部分，宗教界人士遵照宪法第 54 条和第 55 条规定执行是完全可以的。因此，我们建议将第 36 条中“宗教

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一句删除。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19fed010002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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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正在服刑的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允许信教的罪犯保

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按照“允许信教的罪犯保持原有的宗教”的规定推论，罪犯

实际上并不享有重新信一个宗教的权利。因此罪犯的宗教信仰权是残缺的。而且司法

部在 1992 年 1 月 26 日《关于犯人、劳教人员信仰宗教和在狱所内从事宗教活动问题

的批复》中指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两回事。鉴于监狱是专政机关，是惩罚和改

造罪犯的场所，因此监狱内不得举行宗教活动。对于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应当为其实

施宗教信仰提供相应的条件。有人认为，罪犯的宗教信仰权没有被剥夺，监狱内服刑

罪犯被国家强制将其与社会隔离，致使其没有被剥夺的宗教信仰权利无法行使
①
。其

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法

律学者吴经雄先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②
 

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按照我国党的政策，共产党员是不能

信仰宗教的。有人认为
③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做法是在

比较“左的思想”支配下做出的，在战争的年代里，有其客观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

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这一做法却忽视了共产党员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其内心生活。

因此，对于少数共产党员来说，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社会活动与

行为，而且可以解决其内心问题。目前，对于大多数共产党员而言，共产主义信仰并

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心灵问题，他们在信仰共产主义，过组织生活，参加社会活动的

同时，还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需要宗教等其他的信仰来解决心灵问题
④
。我们应

该改变过去对于宗教谈虎色变的观念，树立宗教是文化，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力量

的正确观念。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的宗旨和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不仅是不矛盾

的，而且有许多相似之处（关于宗教的积极功能和对于社会和个人的作用，前面已经

有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宗教徒大都不仅是遵纪守法，而且品格高尚，在各行各业对

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目前这一做法，导致一些共产党员，

                                                        
① 参见耿光明、李百超：《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略论》，载《现代法学》2000 年第 4 期。转引自：张千帆、

朱应平：《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法律限制：中国的理论与现实》，载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普世论坛－宗教与法治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59） 

② 1949 年初，吴经雄受孙科邀请，从国外回来。孙科邀请吴经雄请在司法和教育两个部里面选一个。吴经

雄挑选了司法部。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我的第三个条件，”我接着说，“是关于囚犯的教

育的。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罪犯都是和我一样的罪人。他们被送进监狱，是

法律，而不是我或别人送他们入狱。法律并不禁止我将所有的监狱变成训练品格和工艺的学校(training schools of 
character and trade)，这件事我不向你的预算要——分钱。我只要求各大宗教的传教士和神职人员来帮助教育囚犯

就行了。我想他们会非常乐意地做这件事的。”听到这个，孙博士高兴极了，几乎从沙发上跳起舞来，说：“若望，

过不了几天你就会被宣布为司法部长了！”吴经熊著 周伟弛译 雷立柏注《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0-391 页。 

③ 可以参见凤凰卫视的时事辩论会，《共产党员可以信仰宗教吗？》，辩论中还提到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共产

党员中有许多也是宗教徒。http://www.foen.org/article.asp?id=1892 。 
④ 有人认为，共产党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是我国的公民，其基本权利

自然应当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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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领导干部私下去信仰佛教、基督教等（据了解，这不是少数），在社会和群众

中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因为在我国不信仰宗教的人是大多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宗

教了解不多，存在着误解，甚至错误的认识。另一方面，一些私下秘密的信仰宗教似

乎与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基本原则不符合。我们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应该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应该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此外，就国内而言，以前争论非常

多的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解决，就国外来说，国

外的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可以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宗教徒。 

上述情况的分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并不赞成这一观

点。笔者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与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不矛盾，因为，一个

人有自己的自由选择，如果他/她选择宗教信仰，那就可以不参加共产党，或者退出

共产党，再信仰宗教。反之，亦然。这是不矛盾的，当然，对于上述不同的认识，仍

然可以探讨研究。
①
对于共产党员信教问题，我们应当慎重对待，妥善处理。目前，

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应当在认真调查研究和慎重论证的基础上，可以

考虑在法律一般规定之外，在党章中对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作出规定。 

（2）应当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国情，一方面提升宗教法的法律位阶，制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自治

法》；另一方面，完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实施细则、地方性的宗教法规和政府

规章。在制定和修订其它法律时增加宗教专门条款或增加宗教专门条款的分量。同时，

                                                        
① 我们在调研中得知，某地有一个科级党员领导干部，平常工作不负责任，作风不好，在家还经常打老婆。

后来组织找他谈话，他表示重新做人。就开始信仰了某宗教，表现非常好，后来组织又找他谈话，劝说他不能信

仰宗教，但是，他拒绝了，表示可以不当党员，但是，不能不信仰宗教。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只能在背后偷

偷地信仰宗教。据调查和群众反映，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罕见，在一些地方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实，就宗

教的普度众生、劝人向善的意义上而言，他们与党的宗旨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有益的补充作用。孙中

山自己曾把源自宗教的力量形容为“革命之火”不可或缺的油，他把革命事业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比喻为：“革命

是火，宗教是油，人们只见我的革命，而不注意我的信仰；其实没有油，那里还有火”。（习贤德：《孙中山先

生与基督教》，台北浸宣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1 页。）美国总统华盛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宗教，就没有

道德，宗教是道德之源。此外，孙中山先生还曾经说过，没有道德，就不能建设一个稳定的国家和社会。孙中山

先生在有生之年的宪政方案没有实现，到了晚年，孙中山先生看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先生在临终遗言告诫他的

同僚：“当敬畏那当敬畏者，不当敬畏那不当敬畏者”。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中国法治不行的原因，没有敬畏感的

官僚和没有敬畏感的麻木的民众。没有承诺、热情、敬畏和信仰，会使一切法律和秩序失去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重视。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报告建议允许党员信仰宗教》据 5 日获

悉，中国共产党的党干部教育机关——中央党校草拟报告，建议共产党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党高层干部正在对

此积极地进行研究。因此，有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也许会逐渐扩大信仰宗教自由范围。中国共产党党校负责对党

员的教育，还负责党的政治改革研究。 
星岛网报道说，党校早在 3 年前就草拟了建议允许党员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该报告，面临今秋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报告已经在党干部之间传阅。报告介绍了面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党内正在进行研

究的各种政策改革措施，并建议允许党员信宗教自由，不要将无神论强加于人。 
星岛网报道说，对于该报告，共产党高层干部也在积极地进行研究，在共产党内部刊物中出现了“宗教有助

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和谐社会’”的陈述。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46900/。 
魏宏在《从应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法理解读》在一文中也指出，马克思是无神论者，而不是反神

论者，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不矛盾。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96 
2007-12-29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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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立法需要处理好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公约的关系，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保障人权

的前提下，尊重国际公约的优先地位。宗教立法既要做到总体结构科学、合理，逻辑

体系严谨，条款表述准确，遣词造句规范，理论依据充分，还要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取消一些模糊性的概念，如：可以改用“合法”取代“正常的”等。同时，

通过启用宪法监督的制度，消除地方性宗教法规和其他法律中与宪法相矛盾的地方和

不利于宗教自由宪法保障之处（关于这点，后面将作进一步论述），实现法制的统一

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三）激活有关宗教自由纠纷的司法，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西方有法谚说，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此言不虚。
①
宗教自由是我国宪法所

规定并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理应受到尊重和切实的保障。与以前相比，我国在保障

宗教自由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人们的宗教自由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和保

护。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纠纷应该是不少见的，但是，围

绕宗教自由而发生的司法裁判却似属少见。
②
遗憾的是我国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争议

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尚未被激活。

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利的实现。虽然我国《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了一些救济措施，

比如《宗教事务条例》第 46 条规定，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该规定

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对于司法救济也是不利的。 

以与公民的宗教自由有关系的所谓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为例。
③
案情是这样的：

2004 年 9 月 12 日，福建律师丘建东向成都武侯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他在四川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学习期间，该院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 178 页关于“宗教在

本质上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的陈述，对他的宗教信仰自由构成了伤害。他认

为四川大学这一选编教材的论断，违反了宪法第 36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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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四川大学赔偿精神损失费 1.00 元，并对教

科书内容进行书面更正。9月 28 日，法院裁定此诉求不在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内，因

                                                        
① 权利如果受到侵犯，而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将会形同虚设。 
② 蔡卓华牧师违反我国有关宗教出版物的规定，私自印发《圣经》并免费发放，被法院认定为是非法经营

罪而判刑。这是个宗教自由问题还是非法经营问题，似乎有不同的意见，参见：张星水：《基督徒蔡卓华案辩护

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9e73901008g9u.html。我们曾经向许多法官了解过，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

方面的案例。根据我们有限的了解，在我国大陆好象还没有一例关于宗教自由的司法裁判，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③ “ ‘ ’ ”参见王怡：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 与受教育权 ，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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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予受理。丘建东不服提出上诉，2004 年底，二审维持原裁定。丘建东转而寻求

向教育部提出行政复议，也未获受理。中国的教科书诉讼第一案由此以失败告终。 

该案例反映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与宗教信仰自由所可能发生的矛盾，这一现象不仅

仅发生在我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普遍性。就该案中涉及的教材内容是否构成对

公民宗教自由的侵犯而言，由于本案教材不是给宗教信徒使用的，因而减少了教徒的

宗教信仰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如果教材只是代表了编者私人的观点，那么私人确实有

自由表达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因为宗教信仰不仅意味着尊重信教者的信教自由，也包

含了不信教的自由。那显然是宗教自由的正常行使。但是，由于教材代表官方立场（因

为我国的教材是通过出版社作为官方单位的审定，且在原则上需要经过新闻出版总署

的批准，因而即使普通教材也带有一定的官方特征），显然国家应在宗教问题上采取

中立立场，不应简单将宗教等同于“精神鸦片”，这有违反政教分离的嫌疑性。实际

上，中国在教育上存在诸多与宗教信仰冲突的问题。如在新疆，学校中学生封斋、做

乃麻孜、穿戴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服饰、传阅宗教书刊等。
①
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国

家对此类活动的管制是否影响他们行使宗教信仰自由？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定途

径解决。
②
 

此外，宗教执法中由于种种原因，宗教执法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我们曾经去

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司、监等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他们说这不是某一个地方性的

现象，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发现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现象就是“犯罪嫌疑人、

服刑人员和死刑犯”的宗教自由利，尤其是宗教活动自由没有办法落实。对于他们来

说，从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虚设的基本权利。这不仅违反法治原则，而且不利于他们

的改造，因为，宗教信仰对于改造罪犯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③
还有宗教执法监

                                                        
① 参见任新丽：“关于抵制宗教对教育渗透的对策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 

② 影响较大的是锡安山新约教会的信众的争议。1997 年在台湾高雄县锡安山新约教徒曾串联全省教徒子女

退出学校进入该教派自办伊甸园自行教育事件。该教派信众认为国内教育普遍参杂太多的无神论，明显抵触教义，

而且该教会所自行提供的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数学、物理等，均由受过正规教育的信徒传授，而术科方面举凡

种菜、木工、烹饪、建筑等都有一定的规模，此外学童在这里能够学习如何与神亲近，每天均有进行报告与读经

的程序，以上约见苹果日报，2004 年 9 月 3 日 A5 的报道，以及同日自由时报，第 21 页的报道。自由时报并引述

锡安山人员的说法，指出大致的教学方式：学龄孩子分成儿童班与少年班及青年班，学生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上

课，早上学习课程，下午是技能课；学习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自然、物理、生态、电脑、人文，至于技能课程

则有土木、铁工、建造、车辆维修、生机饮食、厨房等组别，学生依照兴趣编组，晚间十点才下课。锡安山教徒

并认为，孩子在山区自学虽然没有文凭，但所学到的技能与知识却十分丰富，未来不管是留在教育或进入社会工

作，都不会造成阻碍。参见黄锦堂：《论宗教自由－兼论台北市的相关论题》，载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编：《人

权保障之理论与实务》，2005 年，第 77～113 页；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第 116
页注释 10。 

③ 1949 年初，吴经雄受孙科邀请，从国外回来。孙科请吴经雄请在司法和教育两个部里面选一个。吴经雄

挑选了司法部。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我的第三个条件，”我接着说，“是关于囚犯的教育

的。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罪犯都是和我一样的罪人。他们被送进监狱，是法

律，而不是我或别人送他们入狱。法律并不禁止我将所有的监狱变成训练品格和工艺的学校(training schoo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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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虽然制定了一定数量的宗教法规与规章，但由于对宗教执法监

督的规定很少，监督机制不健全，缺少程序规则约束，导致权力机关监督软弱，执法

机关内部监督涣散，司法监督形同虚设，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不普遍，监督渠道不畅

通。比如，国务院 1994 年 1 月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 16 条规定：“当

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两年多来，国家宗教局虽然接到了不少上访信，反映登记中乱收费或对聚

会点不予登记等问题，但尚未发生一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
①
 

宗教自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并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当然受到尊重和切实的保

障。权利总是存在着被侵害的可能，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宗教自由也不例外，这一

权利一旦受到侵犯，而得不到救济，就会导致宗教自由利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如果

宪法第 36 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受到侵犯，实际上没有任何可诉的途径加以救

济，通常采用法定途径以外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利的实现。因

此赋予遭到侵害的宗教自由救济途径是对公民宗教自由予以保护的 后屏障。司法救

济是所有救济机制中 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公民宗教自由的司法救济十分

微弱。目前我国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纠纷应该是不少见的，但是，围绕宗教自由而

发生的司法裁判却似属少见。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对于宗教还存在着

一定的误区，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法治还不够完善的必然结果。当然，任何目标的实现

都有一个过程，急不得，宗教自由也不例外。因此，应当为宗教自由利的保护提供司

法救济的渠道。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党和政府选择了法治作为我们的治国方略，并在

规定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尽管在保护宗

教自由的路上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我们认为，针对当前的现实，

在完善宪政设计、宪法监督的同时，应当完善我国的宪政司法救济，为此，应当做到： 

应当通过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改变过去针对宗教自由

的纠纷不予受理或者作其他处理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确认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

效力，
②
只有这样，公民才能针对自己的宗教自由利以及相关权利被侵害而提起司法

诉讼，等到条件成熟时，公民可以直接通过普通法院提起宪法诉讼，保障公民宪法诉

权的实现，实现宪法司法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对公民的宗教自由的宪法保

                                                                                                                                                                        
character and trade)，这件事我不向你的预算要——分钱。我只要求各大宗教的传教士和神职人员来帮助教育囚犯

就行了。我想他们会非常乐意地做这件事的。”听到这个，孙博士高兴极了，几乎从沙发上跳起舞来，说：“若望，

过不了几天你就会被宣布为司法部长了！”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弛译，雷立柏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0～391 页。 

① 参见《96 年全国省级宗教局长培训班讲座汇编》（内部资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印制，第 225-226 页。 
② 参见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中国法学》1997 年第 1 期，也可以见周永坤先生法律博客：

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10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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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障公民宪法诉权的实现是权利需要救济的必然要求，同时，法治也要求保障公

民的宪法诉权，而且，诉讼也是现代文明社会权利救济体系中 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鉴于宗教自由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认为，在诉讼管辖方面，针对有关宗教自由

的案件，一审法院应当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在审级上，可以实行三审终审制。同

时，为了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顺利实现，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第 46 条的规定，即

把该条规定的内容“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取消行政复

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 

同时，在通过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时，应当牢牢把握宗教自由

的原则界限：第一，任何一教的信仰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自由。也就是

任何一个人的信教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个人的个人信教自由，其背后的基础是人人

平等的理念；第二，宗教自由不得侵害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其道理与其他的自由不

得侵害宗教自由一样，宗教自由之所以成为公民权利的理由，也正是其他公民权利确

定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们是站在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上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就像各

个宗教之间的平等一样，不能有轻重贵贱之分；第三，宗教自由不得破坏为整个社会

（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成员幸福所必需的其他价值理想。在不违背这三个大原则

下的宗教自由，不能也不应该受到国家权力干预。除开第一原则外，第二原则和第三

原则涉及到我国立法问题、传统文化以及社会所接受的价值或理想问题。当然，这些

原则也适用于立法、执法和遵守法律的行为。 

（四）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违宪审查制度尚未真正确立，现有宗教法律中存在违反宪法的现象，这不利于宗

教自由的保护。关于这些，上面已经作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

制度，这是当今 切实可行而切实有效的途径。2003 年孙志刚事件突然爆发后，一

些具有同样的法律良知与公共责任的青年一辈法学家们
①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以

许志永、腾彪、俞江为首的北大三博士和以贺卫方、盛洪、沈岿、箫翰、何海波等为

首的五教授）以公民身份提起的民间立法上书不仅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的先河，而且

还导致了《收容遣送条例》被 终废止。这一壮举不仅对于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具有

                                                        
① 二战结束后，马丁尼莫勒牧师撰写的那段著名的碑文：“当初纳粹屠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

是共产党；后来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我也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后来纳粹屠杀天主教徒时，我依旧保

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后，当纳粹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再替我说话了……”。而当代中国社会

在和平转型过程之中，恰恰幸运地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社会良知、公共情怀和公益责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

间不乏教授、作家、记者和律师，他们正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催生了中国社会进入胡

温和谐新政后的新公民权利运动。这对于我们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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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彰显了职业法律人的公共关怀和正义诉求，促进了文明、法治

和人权的进步。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

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令、命令和处分是否符合宪法；审查

和裁决一切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是否合乎宪法规定，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目前，世界上大部

分国家都实行了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宪法 为重要的保障制度，是现代

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 有效的手段，对于忠实地实施宪法，维护宪法

的权威，保障人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有利于树立宪法和

法律的权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同时，完善的宗教法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也离不开

违宪审查制度的保障。为此，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宪法

委员会，赋予其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的职权，保障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认真履行宪法监督的职责，审查并消除宗教法律

体系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使其与宪法和法律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避免法律之

间的矛盾、打架等问题的发生，目的旨在切实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 

（五）依法打击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违法的宗教活动仍然存在，甚至存在打着宗教旗号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并有蔓延

之势。一般而言，广大信教人员不仅在宗教活动中是非常虔诚的，而且是遵纪守法的

模范。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宗教活动中存在违法现象，甚至存在

打着宗教旗号的非法活动与非法组织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并有蔓延之势，有时甚至和

恐怖组织交织在一起，侵犯人权、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拉萨的骚乱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存在的家庭教会
①

确实触犯了现行宗教管理法规，我国家庭教会未能完全合法化的首要原因，是现行的

宗教管理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自 2006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宗教管理条例》颁布

以来，许多家庭教会提出申请注册，至今没有被批准。他们的申请之所以被拒绝，据

说是由于它们触犯了现行注册制度的一个不成文的隐性规定：加入“三自”教会，是

教会注册的必备条件。该隐性规定是否与我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一致，

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的家庭教会的活动也违反了法律

                                                        
① 与“三自教会”相对而言，所谓家庭教会乃是指未向政府登记注册而时常面临被取缔的、在基督徒家里

举行非公开的聚会的教会，应该说绝大部分是好的。“三自教会”乃是指自己治理自己、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传

福音不受外国差会的管制的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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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比如，温州各地教会的同工同道、弟兄姐妹，近几年来温州鹿城（家庭）教

会非常混乱，原因是由（负责人）胡方杰贪污教会捐助款项、霸占教会财产等种种罪

恶引起的。但更令人担忧与不解的是鹿城区家庭教会的一些负责人不仅包庇罪恶，不

把恶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反而不择手段、恶毒残暴地打击迫害那些勇敢站出来揭露胡

方杰犯罪事实的教众。
①
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和界限，触犯了法

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出现了打着宗教旗号

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它们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

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歪曲宗教教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编造歪理

邪说，蒙骗群众，对抗法律，收敛钱财，危害公民的身体健康、甚至剥夺公民的生命。

这不仅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甚至影响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中有些不

仅违反了法律，而且甚至构成了犯罪。如河南省叶县的“呼喊派”所策划的“400多人

集体升天”事件，
②
影响极为恶劣。 

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作为权利的宗教自

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受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法律规定的限制。因此，当一项宗教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内

时，就是合法的，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反之，当一项活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违法的宗教活动与打着宗教旗号的危害社会的活动既给

个人及家庭带来不幸，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违背了宗教的本质属性，超出了法律保

护的范围。对其放任，必然也不利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因此，必须依法坚决打击打着

宗教旗号、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 

综上，我国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又存在一些有待进一

                                                        
① 参见《从教霸逆行看温州家庭教会的专制体制》所附的《除去罪恶旧酵  成为圣洁新团》

http://www.artblog.cn/more.asp?name=w-tm&id=22384&page=3。2007-4-23 访问。 

② 常村乡赵岭村赵某某，男，31 岁，高中文化程度，农民，受家庭影响，自幼信仰基督教，1982 年他又参加了

“呼喊派”。1987 年 4 月，他策划了有 400 多人“集体升天”的活动。4 月 9 日晚上，张某某与该乡 30 多名“呼喊派”

分子，在瓦房庄“呼喊派”分子孟某（农民，男，26 岁）家聚会，策划“集体升天”。会上，张某某讲“主要降临，

信主的升天时机已到，我去寻找升天场所，我走后 3 天你们组织聚会、祷告、唱圣歌，到高潮时，主会突然出现在你

们面前，接你们升天。”并封赵某某为“权能”（即组织负责聚会升天的人），葛某某为“被提”（即负责审查升天的人），

黄某某为“治理”（即负责维护升天时秩序的人），孟某负责安排聚会场所。当张说外出缺钱时，当场许多人拿钱奉献

给他。他又指派在场的三位未婚女青年陪他一起外出。.4 月 13 日，通过省、市和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拘留审

查骨干分子 3 人，解散了聚会升天的人群。使这场升天闹剧基本结束。）第 2 天早晨，张某某拿着大家奉献的 800 多元

钱，带着 3 为女青年搭汽车去南阳，又坐火车从南阳到安康、重庆、成都、贵阳、广州等地，在广州逗留 3 天返回，

22 日被县公安局拘留。有关人员问他：“你所策划的升天，怎么升天？是否是几百人集体自杀？”他坚持说不是集体

自杀，而是“云开日出，主把大家接走”。又问：“几百人没有升天的交通工具，怎么升天？”他说：“你们不信主，你

们听不懂”。又问他：“既然升天好，你自己为什么不参加升天，而拿着大家奉献的钱，带着 3 名女青年到外地游玩？”

他不能自圆其说，便闭口不答。通过调查分析，张某某之所以能这样猖獗，与当地人们经济贫困，思想愚昧，思想政

治工作薄弱，宗教工作无人过问，群众被蒙蔽有密切关系。参见樊化江：《大象无形——宗教工作随笔》，宗教文化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4～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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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进、完善的地方。在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宗教自由宪法保障进程中，应当

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对于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应当充分借鉴联合国国际人权标准，更多借鉴和体现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

求。在处理涉及宗教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牢牢把握住法律根据与人权的标准，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宗教自由，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我国宗教

事业和人权事业同时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从而实现国内、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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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认真对待宗教自由 

作为历时 为久远、分布 为普遍、影响 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

世界紧密相联。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我国宪法，政府也非常重视宗教自由的

保障。为此，本文对什么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意义、宗教自由的法律化

进程、国家在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中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如何才能实现宗教自由的法律

保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通过分析，本文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宗教自由是指个人或一定团体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并由宪法确认和保障。宗教自

由法律保障的意义重大，表现在：宗教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

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和完善人格；保障宗教自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宗教自

由，有利于国际之间友好交往等。宗教自由不仅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包括宗教行

为自由。从其内在逻辑结构上看，宗教自由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三个

要素。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

以各种方式规定了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它是提

高我国公民敬畏意识的迫切要求，是保护我国宗教自由的现实需要，是完善我国现行

宪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客观需要。 

宗教自由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双重性质。在宗教自由的

宪法保障中，国家不仅负消极尊重义务，自己不得侵犯宗教自由，而且负有积极保护

义务，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宗教自由，并应在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之间取得平衡。

尊重和保障宗教自由需要遵守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

容原则等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原则，落实政教分离制度和宗教团体自治制度。 

宗教自由的立宪是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前提和开始，宗教自由的宪法规定并不等

于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宪法保障还离不开相关规定的有效运转。宗教自由

的宪法保障不仅意味着宗教自由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意味着国家消极尊重和积极

保护宗教自由，更意味着违宪审查。宗教自由方面的违宪审查，是宗教自由宪法保障

的独特价值，它监督并评价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是否违宪，这是

其他任何法律保护所没有的价值，这正是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关键所在。 

要实现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树立宗教法治观念。跨越观念的鸿沟，真正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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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看待宗教自由。我们如果不能实现从视宗教为意识形态问题到视宗教为宪法权利

的观念跨越，就会影响和制约该权利的实现程度，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与对话。

国家机关切实履行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宪法义务，遵照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原

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对宗教自由的界限设置应遵循从宽、从慎和避免

过度介入原则。启动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纠纷的司法诉讼机制，依法处理打着宗教旗号

的违法犯罪活动；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认真对待、并切实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要求国家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同时，积极

履行保护义务，核心是树立宗教法治观念、以宗教自由的宪法规范为标准开展违宪审

查和司法诉讼活动，这是实现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关键。总而言之，对宗教自由的保

护来说，宪法的保障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

并认真对待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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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05 年 9 月，在经过了若干次挫折之后，我有幸进入苏州大学法学院并成为周永

坤先生的弟子，师从周老师学习公法原理。在这三年里，得到周老师言传身教、精心

培养，无论是学识还是治学方式，都有收获，这篇博士论文便是其中的部分收获成果。

周老师从论文的选题、提纲的确定和论文的写作，都给予了热切的鼓励和悉心指导，

在论文观点的提炼、论证方法以及行文规范等诸多方面，对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指教，

难以忘怀的是周老师在每看到有关宗教自由方面的素材时，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

诉我，常常使我感动不已。因此，这篇论文凝结着周老师的大量心血，对恩师所付出

的艰辛劳动，用一句感谢是不能表达一二的！惟有加倍努力，完善自己的学问和道德，

更多地回报社会，才能使恩师多些欣慰、少些失望。周老师对中外法治原理的敏锐把

握、对法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独到的见解，以及周老师的品性高洁、为人的和善、强

烈的责任感等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动力。 

三年来，杨海坤教授对我的学业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指教，他的高屋建瓴的大家风

范和在学术上的强烈的实践关怀，对我进行公法原理方面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

的启迪。在论文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杨老师在专业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胡玉鸿教授，胡老师的博学、真诚、慷慨永远值得我学习，

还有他辛苦摘编的满满一张 VCD 的资料使我受益非浅，那是他治学多年的心血。我

不仅旁听了胡老师给研究生开的两门课程，而且在论文的修改上他给了我认真而细致

的指导和修改，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对论文的帮助有多大！感谢陈立虎教授、高积顺教

授、李晓明教授、韩龙教授、艾永明教授、胡亚球教授、黄学贤教授等，在这三年的

学习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予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包括学业上的指导、有益的

批评、宝贵的建议和生活上的关心。三年的学习，使我与这些导师有了更多的接触机

会，他们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勤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以启迪和鞭策，他们

对本人的关心、厚爱、帮助和鼓励让我十分感动。苏州大学法学院方潇博士、朱谦博

士、上官丕亮博士等老师也给了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

向苏州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和领导给予多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不能忘记的是向法学院

杨军老师和朱春霞老师表示感谢，她们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 

三年来，与肖杰、王蕾、徐继强、高玉琢、侯连琦、张浪、曹达全、王仰文、程

健、王宏、席能、薛华勇、高军、苏治、王琼雯等诸位同学的共同学习、切磋和交流，



 

 158

对我的论文写作也颇有启发。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我的师兄庞凌博士、

李卫海博士、章敬平博士等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三年来，我所工作的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汪俊英教授

承担了本来应该由我去做的大量行政事务，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需要感谢的人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不能不提是的，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

这些年来对我的关心、帮助，没有他们的关心、支持，我也不可能完成学业。我要感

谢他们！ 

有人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感恩。我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慢慢去品味、

并实践这句充满人生哲理、让人感动不已的至理名言，为社会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论文肯定存在一些不足和纰漏甚至错误，我期待专家

学者和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有机会予以修改完善。 

 

 

                                杨合理 

                                200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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