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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与世界的日益接轨，宗教信仰自由在今天的中
国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宪法中就已经明确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
的自由，但除此以外的立法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
政策作为调整宗教行为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各地方
的宗教立法就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至 2004 年则终于出台了迄今为止仍是法律效力最
高的全国性宗教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
，标志着我国宗教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到今天为止，几乎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作为规范和保护公
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依据了。这些都表明，我国在宗教立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现行的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体系中难免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最突
出的问题就是宪法条文的模糊和宗教基本法的缺失，导致法律位阶以下的法规、规章等的
许多规定与宪法中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存在着不少的冲突；其次，关于宗教团体
的登记成立问题、宗教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等的相关问题也日益突
出，给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问题背后的成因有很多，其中宗教
信仰自由本身的复杂性、政教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不少人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仍然相
对落后保守等，都是造成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体系现存问题比较主要的原因。为了更好
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新的宗教行为和宗教关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应当完善宪法条文中对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阐述，也
应当继续促成宗教基本大法的尽早出台，为其他法规、规章的相应修改及完善提供有力的
依据。各个地方也应当继续秉承探索和创新的立法精神，从地方法规、从单项法规出发继
续进行宗教立法实践，为我国能早日出台宗教基本法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除实体法以
外，在程序法上也应该相应地进行完善，为我国公民切实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实
际可行的救济途径，也使我国的宗教法律体制能从一个行政管理主导的体制逐渐转变为一
个健全的、充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治体制。

关键词： 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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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hina has laid more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gradual entry into the whole world. As soon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citizen’s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has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Apart from this, however, no any other religious protection laws can
be found, so for a long time, religious behavior has been adjusted on the base of the Party’s
policies. After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especially in the nineties of last century, religious
legislation has mushroomed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Regulation on Religious Affairs,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in 2004, indicates great progress of China’s religious legislation. So far,
almost every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and municipality have had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rules to regulate and protect people’s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ese all showed
tha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hina’s religious legislation.
But still, various problems exist in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religious belief protection. For
instance, the unclearness of constitutional statutes and absence of religious basic laws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spirits of religious freedom protection constitution and the regulations
and rules which are under the legal hierarchy. Besides, issues like the registr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of religious groups have also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All of thes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main causes of those problems
include religion complexity, particularity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people’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regulate new religious
behaviors and protect citizen’s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more effectively, regulation and rules
of religion freedom should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more effort should be put to release basic
laws of religion so that other statutes and rules can be improved within strong foundation. In
order to build up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asset for issuing religious basic law, each place should
keep taking innovative legislation spirit to practice religious legislation. Improvement in both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procedural law should be made to provide feasi ble relief
approaches to help citizen protect their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Key Words: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religious legislation; religious bas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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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近年来，我国学者们日益重视和关注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研究，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
国日益与国际接轨，越来越注重公民的人权保障；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信仰自身
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公民的
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也开始在不断地提高。昔日视宗教为洪水猛兽的人们也越来越能够敞
开胸怀来了解和接受它了。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法律，早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权利的
范畴，而广泛关系到国家安定、社会融洽、民族团结、国际友好等等的方面。切实回顾和
研究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的成长历程，在此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总结与反思，无
疑会对今后继续发展与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大有禆益。虽然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已经从文革对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极端漠视的错误当中逐渐恢复了过来，并且在
各个法律法规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和成就，但总体而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方面
的法律发展依然比较缓慢，也还存在着很多亟待改善和健全的政策与法律法规，还有很大
的进步和完善的空间。因此，踏踏实实地总结和分析我们过去的成就和进步及其中的经验，
找到一条更适合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律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尤为重
要。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示的：“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工作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努力把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而奋斗。
”

文献综述
对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历程，我国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较
少。刘澎的《中国宗教法治化的历程》一文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宗教立法历程
以及宗教与法治学术讨论状况所作的比较详尽的研究总结。他总结了宗教立法历程：1982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 19 号
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拉开了我国宗教立法的序幕；1986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各省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方颁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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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明确了我国宗教立法“先法规后法律、先地方后全国”的立法工作顺序；1988 年，
广东省颁布了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规定，是全国最早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政府规
章；1994 年，国务院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
（已作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2004 年 7 月，国务院通过《宗教事务条例》
；2005 年 4 月，
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6 年 12 月，国家宗教事务
局颁布《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和《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
；2007 年 7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同年 8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
布《宗教院校设立办法》；等等。同时，在文章中，他也概括了我国现有的包括宪法、法
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行政规章、省级地方性法规、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省级
以下市/县有关宗教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关于宗教的地方性法规和行
1

政规章等多个层面的关于宗教的法律体系 。
另外，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副局长王作安也从宗教管理者的立场出发对我国近三十年来
的宗教立法历程作了历史的回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确立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到逐步正式开始宗教立法的较具体过程，充分肯定了 2004 年《宗教事务条例》
颁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也指出“与此同时，地方宗教立法工作继续推进，截止到 2004
年底《宗教事务条例》颁布时，全国已有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宗教事务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共 55 件，规范内容涉及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
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宗教印刷品、宗教财产、宗教涉外事务等宗教事务的各主要方面。
在进行宗教事务方面专门立法的同时，国家在制定和修订其他法律时，也开始注意增加或
补充有关宗教的规定。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民法通则、刑法、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法、兵役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在涉及宗教问题时，
都遵循宪法原则和相关法规政策规定，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其后提出的一些对今后宗教
立法的思考中，还是没有突破“如何更好地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思路，难免过分强调
《宗教事务条例》的中心且至高地位，并建议今后的立法重点乃是围绕《宗教事务条例》
继续制定其配套规章及相关的地方规章，这与许多学者指出的要解决宗教基本法的缺失、
为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提供更完备有力的法律依据的努力方向有一定的
距离。
更多的学者乃是将目光投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历程上面，如陈
1

刘澎：《中国宗教法治化的历程》，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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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沈桂萍《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
探索历程》
、夏畦的《中国共产党 80 年宗教政策的发展演变》
、黄铸《中国共产党宗教理
论、宗教政策的历史回顾和考察》等。无可厚非，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其
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认识，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我国相关法律制
度的制定，但正如前面刘澎老师所说，宗教立法、宗教的法治建设已经不再仅仅是少数政
府部门才关心的问题了，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关乎全社会利益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在坚
持中国共产党在宗教信仰事务上的引导和监管者角色的前提下，应当采取更广阔的视野看
待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问题，以使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更加成熟和完善。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在宗教立法上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
是在涉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制度设计上仍然是一个行政管理主导的体制，观念上也仍然
停留在要宗教“如何管治”、
“如何防范”的层面上。本文关注的是如何与建立现代法治国
家、服务型政府等现代化要求相一致，在我国逐渐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充分保障公民宗教
信仰自由的法治体制，使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实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为此，本
文的研究从厘清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内容及其重要性这些基本的内容出发，为正确看待
和评价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的发展和现状提供科学、准确的标准与参照。本文研究的主
体则包括三个部分：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来走过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其中有意义的发展与进步表现在哪里？我
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如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有哪
些；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还有哪些应该继续发展及完善的空间，并对可以采取
的政策、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 1 章 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内容
1．1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概念
1．1．1 关于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概念
“宗教信仰自由”
，这其实是个在国际上使用得并不多的概念，在如《世界人权宣言》
这样一些国际上公认的涉及人权、宗教、信仰的国际文书或公约中，在涉及宗教或信仰问
题的表达时，一般单一表达为“宗教自由”，并与“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并列，或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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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作为两个相近而又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并列而表达为“宗教或信仰自
由”
，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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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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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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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规定，“人人皆
应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等。这
两种表述也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所采用。另外，也有一些国家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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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俄罗斯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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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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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概念表述只为我国和朝鲜等
极少数国家所采用，并且缺乏对其进行明确定义。
但在国内学者们的有关学术研究中，还是一般采用我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概
念表述，并且比较一致地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两者的一个合集。刘
澎在《宪法比较：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一文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归纳和谢鹏程在《公民
2

的基本权利》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概括比较多地被引用 ：
“宗教信仰自由”
，在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宪法中存在不同的表述，如“信仰自由”、
“宗
教自由”
、
“宗教或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等。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将“宗教自由”
和“信仰自由”作为两个并列的公民基本权利来表述，国际公约大多采用“宗教或信仰自
由”来表述。据荷兰两位宪法学家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在《成文宪法
的比较研究》一书中的分析，在 142 个国家的宪法中，有 61 个国家涉及了宗教自由，有
64 个国家既涉及了宗教自由又涉及了信仰自由，有 2 个国家只涉及了信仰自由，还有 15
个国家两者均未涉及。
学者们对宗教信仰自由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信仰自由是指人们内心里对超自然神灵的
确信和崇拜，以及由此获得的内心的情感体验，这种内心的自由是绝对的；宗教自由是指
人们举行宗教活动和参加宗教团体的行为，是内心的信仰的外部表达，这种行为的自由是
相对的，因为它涉及到世俗利益，是要受到法律规范的。
但也有学者持不完全一样的意见，认为“将宗教信仰自由分解为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
2

同时见于郭田珍：
《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国宗教立法的宪政审视》，中国政法大学 2005 年宪法与行政法硕士毕业论文，以
及单体飞：《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立法保护》，苏州大学 2008 年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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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是一种扩大解释，不足以作为宗教信仰自由的科学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宗教
信仰自由的定义”。并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简单相加，两者既有
区别也有联系，因此将宗教信仰自由界定为“公民依据其内心信念，自愿地选择信仰某种
宗教并进行宗教实践的自由，它是由信教自由与宗教行为自由构成的一个权利束，前者是
一项绝对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后者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
。

3

也有学者将宗教实践自由细分为宗教活动自由与宗教事务自由两项内容，将主要针对
4

于信仰宗教者个人的与针对宗教团体、组织整体而言的这两类权利内容区分了开来。 但无
论如何，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束），其中所包含的信仰自由与宗教实
践自由两方面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了。我国宪法 36 条和《宗教事务条例》当中的规定也
就是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在进行的。
鉴于本文研究的主要范畴为我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法律制度，因此亦采用
与国内立法保持一致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且结合我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内涵包括了绝对的信仰自由和相对的宗教实践自由。

1．1．2 关于宗教与迷信、邪教
提到宗教信仰，很有必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将其区别于迷信和邪教，因为后两者不单止
不受法律所保护，反而是国家法律所反对甚至打击的。迷信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社会意识，
没有理论根据，没有固定的信仰对象，其活动也无甚规矩可循，且基本上都带着功利的色
彩，常被用于行骗、欺诈犯罪，而且其常常与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相悖，无论对人们的身
心健康、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有弊无益，与正常宗教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而对于邪教的研
究，则基本上是自法轮功事件以来才开始受到重视的，学者们在顺应国家倡导反对邪教的
同时也注意将其与正常的宗教信仰区分开来。虽然少数学者认为邪教也属宗教，具有包括
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在内的一切宗教的共同点，只是它是一种邪恶的宗教而已；但大多数
学者、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都不持这样的观点，而是将其界定为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恶说教
及以此组织发展起来的邪恶势力。还有学者从多个方面细数了邪教区别于宗教的本质不同
点：邪教拜主观的神（活教主）而宗教拜客观（包括客观唯心主义的）的神；邪教追求此
岸世界的物质利益而宗教追求彼岸世界的精神利益、邪教破坏社会秩序而宗教一般情况下
5

有利于社会稳定；邪教信徒一般是被动被骗入教的而宗教信徒是自觉加入的，等等。 总体
来说，二者的区分不太难，尤其在以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这传统五大
3
4
5

巫升海：《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厦门大学 2005 年民商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姚俊开：《简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法治保障》，《天风》2007 年第 19 期 。
文国伟：《试论邪教与宗教的十大本质巨别》，《重庆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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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为主的我国；但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兴民间宗教的陆续兴起，这方面的研究还仍然有待
进深。

1．1．3 关于政教分离
广义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还应该包括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最早是由美国
《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草拟《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时提出来的，此项法
案于 1786 年 1 月 16 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成为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先驱。政教分离
的基本含义是：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公众事务，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不能
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的功能是满足人们超越的精神需要，不能干涉国家公共权
6

力方面的事务 。政府不应该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应对特定宗教有特别的优待，也
不应对特定的宗教有特别的歧视。公民有权利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去敬拜他们的神、宣
扬他们的教义，不由政府强制公民信仰某种宗教，也不由官方来控制、引导人们的宗教生
活。政教分离原则是政府和宗教之间的一道围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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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宪政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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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
仰自由只有包含了政教分离的内容才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

1．2 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
在思想层面，宗教信仰自由属于思想自由的范畴，具有绝对性。因为现代国家的法律
只能调整人们的行为，而不调整人们的思想，因此任何法律不能也难以对其进行限制或干
涉。在行为层面，宗教信仰自由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具有相对性。实践宗教和信仰自由具
有表现自由的性质，而表现自由具有社会性，较易与他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公共利益发生冲
突，自然需要法律加以规制。

1．2．1 绝对的信仰自由
（1）信教自由
公民具有信仰宗教的绝对自由，这是属于公民个人的思想、精神领域的权利，是公民
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作为规范公民行为准则的法律法规等，不能也不可能对
人们的思想、精神、信仰进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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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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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达：《近距离看美国之二：总统是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4 月第一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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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政府的必然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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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形式确认并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肯定信仰自由
的天然合理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信仰和思想的问题不能滥用权力，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也将长期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头脑中。我国在 10 年“文革”期间
对宗教界实行的错误专政表明，企图强制改变公民的宗教信仰是对人权的粗暴干涉，是严
重践踏公民权利的侵权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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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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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宗教信仰不但不会因此被消灭，相反还可能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愈加得到发展，
甚至成为宗教狂热。
（2）择教自由
公民也当具有选择信仰何种宗教或者同一宗教中的何种教派的自由，有随时改变自己
原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几乎可以说，宗教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一样地久远，在宗教长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同时，由于地域、文
化等的差异，不同地区、民族更是有着数不清的各样自己的宗教；由于人们认识的不同，
在各个宗教内部也难免出现不同教派并存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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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信仰哪一种宗教、选择该宗教中的哪一种教派，这是公民个人
的权利，其他组织和个人以及社会均不能强制和干涉。只要不是违法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
动，公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公民不因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而受到社会鼓励，
也不因拒绝某一宗教或教派而受到社会歧视。国家和社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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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
方面给予他们平等的保障。在不同的宗教或教派之间，也应彼此得到对方的尊重，平等相
待，不得排斥、打击迫害异教徒，对于在同一宗教内退出本教派而改信其他教派的公民，
其选择也应当得到尊重。当然，信教自由中也必然地包含了不信教的自由，亦即公民对任
何一种宗教信仰应该都有自由“进出”的绝对权利，不应该受到公权力或任何人的干涉。
像在新疆某些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地区，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人
们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保障，强迫他人信教的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三老”(老干部、老
党员、老模范)人员和一些青少年不信教的权利受到侵害，使一些不信教的公民感到孤立
7

汕头大学硕士论文
7

和压抑。 这些现象都应该予以制止，使非法宗教活动的蔓延、强迫他人信教现象得到有效
的遏制。

1．2．2 相对的宗教实践自由
（1）宗教仪式自由
宗教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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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弥撒、受洗、受戒、
封斋、过宗教节日、追思等。各个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一整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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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通过它们来感受精神的安慰和希
望，增强对该信仰的向往和尊敬。宗教仪式可以由信教公民个人单独举行或与其家人、亲
朋好友共同举行，也可以与众多信徒在专门的宗教场所举行，如寺院、宫观、清真寺、教
堂等地。宗教仪式是宗教实践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构成之一，若没有宗教仪式的自由，
就根本谈不上宗教信仰自由。
（2）宗教集会自由
宗教集会是信教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教目的，临时或定期地聚集在一定场所，发表其宗
教见解、表达其宗教意愿的活动。集会自由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信教公民也不应被排
除在外。公民举行集会有各种目的，如庆祝节日、纪念历史、悼念某人、表达意见和愿望、
谴责某些行为，以及研讨问题、娱乐生活等等，那么就算这些目的中带上了宗教的色彩，
即庆祝的节日、纪念的历史、悼念的人物、表达的意见和愿望、谴责的行为、研讨的问题
等是关乎宗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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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宗教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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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结社自由跟集会自由一样，
是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只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进行申请或登记就好。
宗教结社自由包括发起和成立宗教组织、发展宗教组织、以及加入或退出宗教组织的自由。
在由与其信仰同一宗教或教派的公民所结成的宗教团体内过宗教生活，是教徒们加强其凝
聚力、推广和传播其宗教思想、实现和深化其宗教感情的最重要途径。如果不允许信教公
民结社，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就难以实现。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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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国的法轮功、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具有反
7

陈立新：《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保障公民不信教的自由》，《世纪桥》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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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敌视国家、带有暴力色彩的种种邪教组织，由于其危害社会、违背国家法律，政府
不但不予保护，还可采取措施予以取缔打击。
（4）宗教传播自由
信仰某一宗教和教派的公民有与自己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公民一同集会、结社的自由，
也应当有与自己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分享其宗教感情、经历，分享其所
信宗教之教义的自由，这就是宗教传播的自由。这些传播可能是公民个人单独进行的，也
可能是若干人一同进行的；有可能是公民自己自发进行的，也有可能是在各宗教团体的鼓
励甚至组织下进行的。信教公民在向人分享、传播其宗教理念的过程中，宗教经历得到回
顾、宗教情感得到深化、对宗教教义也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所以宗教传播也是宗教实践
的非常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教公民追求其宗教信仰的重要途径之一，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就理应受到保护。
（5）宗教出版自由
宗教出版自由是信教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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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来宣扬宗教教义，传播宗教文化信息，可以在较
短时间里、较大范围内传播其宗教精神，从而向社会和其他公民表达其宗教信仰，并进而
影响社会和其他公民。宗教出版自由作为出版自由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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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宗教出版在程序上和刊物内容上也必须遵
照法律的规定，不得擅自出版，也不得在出版物中泄露国家机密、宣扬色情和暴力以及对
他人作人身攻击等。宗教出版自由是宗教传播自由的重要保障，也是人们能藉以全面客观
地了解宗教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也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重视和保护。

1．3 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
1．3．1 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宗教信仰自由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也是一项最基本的个人政治权利。人权从其产生
的思想渊源开始就与宗教信仰自由联系在一起。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
言》，明确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内容之一确定下来，而且各国都以最高法律——宪
法来肯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宗
教信仰自由，这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一致认可。
可能很多人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还存在有不少的误解，其实宗教信仰自由并不仅仅是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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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义、教会、教派等的自由，而首先是与人的思想、信仰有关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
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
由、灵魂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是根据自己
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
8

是外在的权力。其实，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 自由本身就
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任
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足以证成自由在价值上的正当性，尽管许多科学家都认同自由，但是没
有一个科学家宣称，根据他的科学研究，人应该是自由的。自由观念的源头只能是宗教；
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
无价的自由。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
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
宗教信仰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就
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信仰自由，
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
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像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信仰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
首。宗教信仰自由也一定外化为宗教活动的自由。为了保障并巩固更大的宗教信仰自由，
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的相应发展。
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公民的自由，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
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宗教的自由，本质上是心灵的自由。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
一项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是一项应该受到我们共同重视、关注的权利。

1．3．2 我国宗教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宗教信仰自由虽然根本上是心灵的自由、良知的自由，但其影响力却几乎遍及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上所说，它关乎人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其实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这样或那样地受着它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宗
教信仰自由，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许多基本权利。而在我们国家这样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广阔领土、曲折命运的国度，宗教信仰问题则更显得复杂和重要，它
事关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社会健康、文化繁荣、国际关系等等
方面，是我们该好好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地拿我国的“五大宗教”举例来说，像伊
斯兰教和佛教中的一个分支喇嘛教，就和我国的民族问题、领土主权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8

刘军宁：《世界不是恺撒的！》，http://junningliu.blog.163.com/blog/static/118902444201011211292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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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在一起，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而像基督教、天主教，就和我国的政治自由问题、国
际关系问题等密不可分，也是不能掉以轻心；而像拥有悠久文化历史遗产的佛教和道教，
就牵连着我国的文化传承问题、文物保护问题、旅游开发问题等，同样是我们不得不关注
的对象。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结束文革对宗教的极端迫害以来，我国的各种宗教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在经济制度改革、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下，面对急速变化
的社会，人们生活的压力日益增大，也越来越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各种的宗教，使信仰宗教
的公民无论在规模上、组成上、影响力上等都在不断地提升，在社会生活中的辐射也越来
越增强。因此，重视宗教信仰自由，更好地研究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的际遇，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 2 章 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2．1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初步摸索
2．1．1 宪法的规定
自建国初期，宗教信仰自由就被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为宗教信仰自由的
法律保护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保障。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
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等自由
权利。
” 第 52 条规定：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
信仰的自由。”1954 年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随着 1957 年
以后反“右”运动的开展及其后文革的错误认识，宗教信仰自由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一直到文革结束，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才重新再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
教的自由。

2．1．2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立法工作的条件、人才、经验等都缺乏，所以除了宪法的规定
外，起主要作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各种宗教政策性文件了，如《关于西藏工作的方
针》
、1951 年颁布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共中央关于汉民族中佛教问题
的指示》
、
《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等，还有一些针对各个不同宗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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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的个别政策，如关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政教分离改革的规定等。这个时期中国
9

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内容可以简略概括为如下要点 ：
（1）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宪法为保证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建国初期中国共
产党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制定各项具体宗教政策和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原则。它的
具体内容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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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去信仰宗教而现在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也有过去不信仰宗教而现在信仰宗教的自由。具体实践方式是：第一、宗教信仰是公民的
个人的自由选择。第二、正常宗教活动受国家法律的保护；第三、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手段
消灭或扶植宗教。
（2）宗教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法令。宗教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法令，
宗教不能干预行政、教育，对于超出宪法、法律范围内的宗教活动，也要加以制止和处理。
只要宗教活动不反抗政府，不带破坏性，就有自由；而利用宗教进行犯罪活动，政府将依
法加以惩治。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宗教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同一问题的两
个不同方面。只有作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 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3）坚持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关键。这也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国初期宗教政策
上，具体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中心任务，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在政
治等方面的合作，这其中就包括宗教信仰者在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
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徒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热情。
但是总的看来，以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对于如何合宜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一
些探索性的规定，虽然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但现在看来还是显得简单而粗糙。而
且 1957 年后“左”的错误逐渐滋长，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道路，后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 ”期间，以上进步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肆意践踏。
我国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立法工作开始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展和突破，是改革开放开始
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9

张金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宗教政策及其实践成就研究》，《党史文苑》2007 年第 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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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取得的重要发展
2．2．1 各地方的立法
1982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
称 19 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这拉开了我国宗教立法的序
幕。 1986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各省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
方颁布试行。这个要求明确了我国宗教立法“先法规后法律、先地方后全国”的立法工作
顺序。

10

1988 年 3 月，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
，这是全国第
一部单项地方政府宗教规章，也开辟了地方宗教立法的先河。该法的第十三条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毁坏宗教活动场所”，这使宗教活动场所开始得到合法地位和明
确的保护，也促进了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广东省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
前沿，又毗邻港澳地区，该政府规章颁布后，引起了境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总体反应是好
的。宗教活动场所是信教群众聚集、经常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地方，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开
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规范其管理，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关键环节。多
年来，广东省在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方面，已经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对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也比较清楚。因此，选择宗教活动场所为规范对象制定地方政
11

府规章，既有针对性，也有比较好的基础。 广东的经验说明，宗教立法先从地方开始，
先从单项开始，不失为一种积极而又稳妥的思路。先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可
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即便出现一点儿问题，其影响也是局部的；而先制定单项宗教法
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可以针对当下存在的突出问题率先取得突破，为制定其他单项法规或
综合性法规探索路子。
仅仅一个月后，河南省宗教局也跟着制定了《河南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试行）》，
该《办法》于 1991 年 8 月由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和发布，这是全国最早出台的地
方性单项宗教法规。
我国西北地区是宗教比较活跃和复杂的地区，也亟需法律法规对宗教信仰及其活动进
行有效的保护和规范。甘肃省政府在 1991 年就发布了《甘肃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
，
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综合性地方政府宗教规章。虽然其内容和一些规定有不尽如人意之
处，但因各种单行的规章、法规已经不能满足公民实际宗教信仰生活的需要，所以不失为
一个好的开始和尝试。
10
11

同[1]。
王作安：《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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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甘肃毗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更是全国制定宗教法规最早和最多的省（区）之一。
早在 1988 年该区政府就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定》
，在此基
础上，又于 1990 年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宗教职业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到 1994 年 7 月，在总结几年来执行上述规定的情况
和经验的基础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这是全国最早出台的地方综合性宗教法规。该《条例》对自治区境内的宗教活动、宗教场
所、宗教神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权利、义务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充分保障各族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依法进行宗教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一年后出现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其实就标志着综合性地方宗教法规的制定已
经基本成熟了。如该条例将“宗教事务”界定为“社会公共事务”，就得到包括许多宗教
人士在内的普遍赞同，现已基本形成共识。此后，各个地方的宗教立法都此起彼伏地相继
展开，各地方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宗教
法规和规章，成绩斐然。截止至 2009 年底，全国除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天津市外，其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台了宗
教事务管理的综合性法规；而且，像广州、武汉、济南、深圳这几个大城市也颁布了自己
的综合性宗教法规；而各样的单项地方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更是不能胜数。这些地方的立
法探索和经验积累，为中央制定全国性的宗教行政法规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使
全国性的宗教立法工作也在一步步地推进。

2．2．2 中央层面的立法
前面提及，其实中共中央早在 1982 年的“19 号文件”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制定切实
可行的宗教法规，在 1991 年的“6 号文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也再一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
；同年 4 月，国
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具体提出宗教立法要分四个层次的设想：
1、法律——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一个有关宗教的基本法律。
2、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订关于宗教事务的行政法规，处理如宗教场所管理、教
职人员管理、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管理、宗教音像制品管理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3、行政规章——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订规章，处理各部门管辖范围内涉及宗教的问
题。
4、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性政府规章——由地方人大或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自行制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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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规规章处理宗教问题。

12

虽然中央已经有以上的立法意向和设想，但依然遵循着“先地方后全国”的立法工作
顺序，因此仍然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在全国一些地方的立法中累积了一定的实际经
验后，才于 1994 年由国务院首次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这两个全国性的单项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宗教立法工作取
得重大突破。这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已从依靠政策向依据法律进行管
理转变；从内部掌握、指导向增加透明度、由全体公民掌握的方向转变；从随意性较大向
规范化、法制化转变。

13

2004 年 7 月，在经过了整整十年的地方综合性宗教法规的探索性立法实践、具备了丰
富的经验和合适的时机后，国务院通过了《宗教事务条例》。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在宪法之
下颁布的效力最高阶的有关宗教的综合性行政法规，该法规于 2005 年 3 月实施。该法规
的特征和意义前几年间已经有许多的文章专门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2005 年 4 月至 2010 年 1 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又陆续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
批和登记办法》
（2005）
、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
（2006）
、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
备案办法》
（2006）
、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2007）
、
《宗教院校设立办法》
（2007）
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2010）等配套《宗教事务条例》实施的行
政规章。《宗教事务条例》颁布以后，各个地方性的综合宗教法规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以与
其规定相一致，像甘肃省等少数还没制定地方性综合宗教法规的地方，干脆废止掉其原先
的起作用的政府规章而直接援用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作为其行政区域内的法律规范。
可以预见，《宗教事务条例》作为现行效力等级最高的法律规范，在将来的相当一段时间
内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起着主要的保护和规范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直等到制定全国性的宗
教基本法的时机成熟为止。
虽然在法律层面我国迄今还没有一部宗教信仰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在民事、行政、
刑事等法律关系领域，都分散着有许多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立法。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77 条规定：
“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4 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2
13

余孝恒：《关于宗教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可喜的一步》，《中国穆斯林》199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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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 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12 条规定：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
《中华人民共国工会法》第 3 条规定：
“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工资
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 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 3 条的规
定完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11 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
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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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则规定，“带有民族歧视性”或者“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
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
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

2．2．3 签署一系列的相关国际条约
中国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二十多项的国际人权公约，其中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消除一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都包含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的内容，这些人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促进着我国国内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法律
的继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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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其成因
3．1 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建设已取得一些成绩，这些进步是值得
肯定的。然而，放在 21 世纪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中，
我们就可看到我国现有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尚有诸多不足与缺陷，主要问题有
以下三个方面：

3．1．1 立法仍然落后，尤其缺少宗教基本法
虽然一般来说，我国宪法第 36 条确立了我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的总原则，
但该条文本身的内容、用词等就被许多学者所诟病，指出其至少存在着语言模糊、带有对
宗教的歧视等如下缺陷：
第一，第 36 条第一款就开宗明义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对
于本来就存在有较大歧义、而且又和一般国际公约表述不一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表述，
则缺乏进一步的界定和说明，无论是宪法本身对此的说明，还是我国现在效力位阶最高的
《宗教事务条例》中均缺乏相应的说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引用得比较多的也是
中央“19 号文件”中的阐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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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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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
信教的自由。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信教的自由，也尊重和保护公民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信
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无论信教与否，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都不得加以歧视。

”在如今这样强调以法治国的时代，是不该以这样的一份党

内文件作为规范公民基本人权的依据的。而且退一步就算承认该文件中的说明，这也是仅
仅将宗教信仰理解成一种精神层面的活动而已，基本没有包含有宗教实践层面的意思，如
此的“宗教信仰自由”几乎形同虚设。
第二，也许有人可以从宪法 36 条第三款的“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中解读出前
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包含有宗教实践之意在内的，但其实这一款的规定也是颇不严
谨的。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正常的”就不保护了，那何谓“正常的”呢？
从宪法到《宗教事务条例》等都从未对此予以说明。这个关键的“正常的”的标准由谁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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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呢？如果这个标准是由宗教团体自己制定的，那么，一百个宗教、教派根据他们不同的
教义就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标准。如果这个“正常的”的标准不是宗教团体自己的主张，
而是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制定的，则意味着政府要充当宗教裁判者的角色。面对形
形色色的宗教派别、团体，作为宗教外行的政府将如何进行取舍，根据什么界定哪些宗教
活动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这样的表述其实更容易成为政府随意按自己的
意思解释、肆意践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藉口，如此便根本无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如果政
府界定宗教活动正常与否的标准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那此句不如直接表述为“国
家保护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因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在我国法律中使
用得比较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界定要比对“正常的”宗教活动的界定明确，也更有可操
作性。
第三，宪法第 36 条中“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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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则是有对
宗教歧视之嫌。其实宪法已经规定了公民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独立，公民有维护祖国安全和
荣誉的义务，这就足够了，在这里还把宗教单独挑出来进行“强调”
，实在难逃歧视之嫌。
其实，在此更应该规定的是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作为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共权利的国
家应该如何处理与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的关系？国家是否有权对宗教团体
提出政治要求？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支持、排斥或压制某种宗教？这是更重
大而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对此不从法律上做出界定，国家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宗教
团体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都难以保障。其实我们可以效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做法，在此规定
政教分离的原则。对国家（即政府、政权）来说，政教分离意味著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资
源（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支援或压制任何宗教、
教派；政府不介入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所有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社会生
活中处於同等地位；国家不得将纳税人的钱用于与宗教有关的任何方面。而对于宗教方面
而言，宗教不得介入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教育，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为一
种特殊的社会团体，宗教组织不得利用自己的免税地位从事赢利性活动。总之，实行政教
分离意味着国家与宗教互不介入、互不干涉，国家与宗教之间是一种法律关系，双方关系
通过法律调节；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没有行政的、财政的、组织的、政治的关系。如此一
来，国家（政府）和宗教之间彼此的权利义务就清晰多了，许多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也能
得到更妥善的处理。
而迄今为止我国除宪法外最高位阶的宗教法规《宗教事务条例》，虽然积累了许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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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的经验，但其本身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立法内容过于简单，甚至缺少诸
如法律责任问题、法律程序问题、宗教与教育问题等重要章节条款；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宗
教、邪教、宗教信仰自由等缺乏科学界定等，在此不一一细述。总之如此一来，就导致其
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很差，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大，使该法
规的效用大打折扣。
除了宪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外，还有不少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
地方规章都有对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针对性规定，真可谓“百花齐放”，但就是独独缺少
了最应有的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法律。也正因着宗教基本法律的缺失，造成如今我国政府的
各部门、各地方人大和政府都没有一个制定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的统一指导准
则，进而造成我国现阶段如此混乱的宗教自由法律立法局面。虽然《宗教事务条例》颁布
以后不少地方已经相应地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跟进，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的侵犯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与宪法精神相背的地方法规、规章在自己的效力领域内各自为政，严重损害着我
国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切实保护。更有人指出，《宗教事务条例》其实违反了法律保留
14

的原则。 作为法治最为基本的要求，该原则要求某些重大事项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事
项必须由正式的法律（包括宪法和正式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规定，而不能由其他国家
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代为规定。依此要求，对有关宗教自由事项自然必须由立法机关的法
律予以规定。
宗教基本法缺失的问题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为学者所注意了，
《天风》杂志 1998
年第 5 期所刊登的由当时的基督教两会主席丁光训等 13 人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的
联合发言《依法治国，加速制定<宗教法>》中就指出宗教基本法的缺失，导致各宗教信徒
和政府执法部门都无所适从，因此极力呼吁尽早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统一的《宗教法》来；
几个月后的《世界宗教文化》中所刊登的《中国<宗教法>：众望所归》一文中，更引用了
北京市九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北京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所做的一组问卷调查数据来说
明早日出台中国的《宗教法》已是众望所归的事了，并指出：“就总体而言，宗教干部与
宗教界人士对《宗教法》的渴望是完全相同的。从微观来说，宗教干部，至少是区县级干
部更迫切地向往出台《宗教法》。最痛切地感受因‘法律不完备、依法管理差’而影响宗
教健康发展的是宗教干部；呼叮建立《宗教法》最强烈的，也是宗教干部。”
其实，尽快出台宗教方面的基本法律，已经越来越成为所有关注宗教问题的人士的共
同愿望了，只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乃在于从什么样的着眼点、遵循什么样的宗旨来立法，
14

单体飞：《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立法保护》，苏州大学 2008 年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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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立一个《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呢，还是立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法》呢？这是宗教信
仰者和宗教管理者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分歧，也是导致十几年来我国制定宗教基本法的条件
一直都“很不成熟”的根本原因。这一根本性的分歧一天无法取得共识，宗教基本法就会
继续遥遥无期。

3．1．2 宗教团体的登记成立问题
从现行规定了关于宗教团体的权利的法规规章中，可以看出宗教团体登记成立的门槛
过高，宗教团体自主性很不足。这一问题是最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也是现阶段宗教信仰
自由相关法律（以《宗教事务条例》为代表）所最常遭遇和要面对的。自 2004 年《宗教
事务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颁布以来，针对该条例及其一些配套实施办法的评价、研
究就多不胜数，其中对第二章关于宗教团体的成立登记程序的研究就与本文密切相关。根
据《条例》第二章所要求的，要成功登记一个宗教团体必须要先有依法登记的活动场所，
因此又涉及到对《条例》第三章中关于宗教场所的设立的研究；再根据《条例》第三章的
规定，欲申请登记成立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
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因此又涉及到对《条例》第四章中关于宗教教职人员的
任命。根据条例第 6 条的规定，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因此，宗教团体的登记成立所面临的处境，一定程度上
与一般社会团体的成立登记所面临的处境相似，亦是存在着双重管理、官办色彩深厚、分
15

级管理、不必要地限制竞争等问题， 具体阐述如下：
（1）双重管理。跟一般社会团体要登记成立的前提一样，宗教团体要登记成立，也必
须要同时有登记管理机关（即各级民政部）和业务主管单位（对宗教团体来说就是国家宗
教事务局）的同时同意才行。我国所采取的是比其他实行社团许可的国家更为严格的双重
许可制度。一般采取许可制的国家经过行政机关实质审查，然后在登记机关进行形式性登
记即可。而在我国，社团的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所采取的都是严格的实质审查。在审查的
时候，政府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都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限制社团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
双重许可是一种双保险的策略，政府可以很好地对民间社会进行控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控
制与政府不一致的社团的成立。而根据《条例》的规定，一个宗教团体能否成立应按《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宗教团体能否被
政府民政部门批准登记取决于该宗教团体是否能得到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查同意。

15

邢福增：
《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试论中国宗教团体的管理及登记问题》，2008 年北京“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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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没有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政府的民政部门是不会批准宗教团体的登记申
请的。所以实质上，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是宗教团体产生的真正批准者，是政府民政部门批
准登记的前提。这意味着，党及政府通过严格的审批登记制度，限制宗教团体的结构及数
量，形成对中国社会的宗教市场设定了计划式的调控。如此一来，就很容易使宗教团体成
为政府工作的附庸，不可能通过正当的程序争取到合法的社会团体地位了。再加上宗教事
务部门通过《条例》获得的对其“监督”和“管理”的宗教团体有着包括人员审批的许多
行政许可、审批权力，那些有幸能成功获得登记成立的宗教团体的“官办”色彩就更加浓
了。
（2）分级属地的“切割”管理。全国性的宗教团体由民政部登记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管
理；地方性宗教团体由相应的地方民政部门登记，并由相应的地方政府业务主管机关管理。
各地宗教组织和场所进入当地行政管理系统。如是已合法登记的宗教社团或场所，隶属于
当地统战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如宗教局系统；各宗教系统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纵向管理系
统，即使存在一些教务上的联系，也当理解为指导型关系，而非上下服从、隶属关系；如
果是不同地域的宗教组织，需要组织大型的跨地域宗教活动，首先要通过允许的，是当地
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本宗教的上级法人机构；各宗教社团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这
种属地管理模式，旨在防范社会团体建立全国性及跨地域性的组织体制，在这种分级属地
的“切割”管理体制的制约下，宗教团体只具“地方性”，并且无法建立纵向的直线关系
及横向的联系关系，因而限制其能够发挥的社会及宗教功能。
（3）不必要地限制竞争。《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针对宗教团体作了非竞
争性的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相类似的宗教社会团体”。换言之，
已获认可的宗教团体，便具有特殊的垄断地位。中国现有 8 个全国性的宗教团体，其中 7
个分别属于五大宗教的全国性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天主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协
16

17

会， 还有一个为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 上述团体一般被政府称为“爱国宗教团体”。
这些爱国宗教团体的设立，反映出党及政府对宗教市场的计划管控 ──不仅认可五大宗
教，更针对个别宗教认定相应的爱国宗教团体。党及政府通过业务主管单位来领导爱国宗
教团体，体现出一元的宗教管理体制。而爱国宗教团体由于被授权为有关宗教领域的独家
代理，形成获政治力量支持的垄断局面。以基督教为例，党及政府只认可全国及区域性的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故全国及各地不能再成立两会以
16
17

范宝俊主编：《中国社会团体大辞典》，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345 页。
陈东冬主编：《中国社会团体组织大全》，第 1 卷，专利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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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基督教团体，形成了所谓的合法的“三自教会”与非法的“家庭教会”并存的局面。
在未能成功登记成立的宗教团体当中，也许基督教的“家庭教会”
（亦有称“地下教会”）
的处境问题是最为受关注的，曹志在《宗教团体登记程序研究》一文中就特别分析了两个
18

近来影响比较大的“家庭教会”的案例 。郑乐国也在《宗教自治的必要性——以温州家
19

庭教会为例》 一文中以温州的家庭教会所面临的处境从宗教自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分
析和建言，还有魏红英、李飞、张幸子、陈毓榕等在最近的《中国政府对地下宗教管理模
20

式探析》 一文中也就“地下教会”这种“非法宗教组织”迅猛增长的现象指出了我国宗
教管理模式的不足，并建议借鉴美、日等国家的经验健全我国的宗教法制。
在《国家·宗教·法律》一书中刊载的两位外国学者杰维尔• 马丁内兹－陶龙和科尔·德
拉姆分别著述的《宗教团体的自治与自决》和《宗教和信仰团体注册类别比较研究》中也
都不约而同地对宗教团体自主自治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唯有设立更科学合理的
宗教团体登记成立法律规定，才能达到切实保护公民能充分行使宗教信仰自由上的权利。

3．1．3 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方面的制度缺失
宗教组织已经成为社会捐赠的重要渠道之一。它在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方面，尤其是
救灾领域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宗教界的公益实践其实远走在政府的前面。
1985年，基督教的爱德基金会成立，1997 年河北天主教会成立了“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
服务中心”
，2006 年更名为“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积极推动公
益事业，截止2007 年5 月，天主教基层教会在全国各地开办了345个公益实体组织。佛教
方面，1986 年有杭州的“社会公益福利基金”
。2006 年，中国道教协会和成都慈善会共
同发起“中华道德慈善行·帮困助学”活动。公益事业既有物质的捐献，如资金、食物、
药品、设备和建筑等爱心捐献，也有非物质的捐献，如聆听、接纳、陪伴、尊重、侍候、
做义工和志愿者等。后者作为“非物质性捐献”或“非物质性的公益事业”，一样重要。
有宗教背景的公益事业及其组织在非物质性捐献或非物质性公益活动中更能扮演无法替
代的角色。但是大部分地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或开办宗教慈善事业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
甚至敏感的禁区。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
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
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
18

19
20

曹志：《宗教团体登记程序研究》，2008 年北京“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10。
郑乐国：《宗教自治的必要性——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例》，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19。
魏红英，李飞，张幸子，陈毓榕：
《中国政府对地下宗教管理模式探析》，2008 年北京第二届“宗教与法律”研讨会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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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宗教
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等行政法规中均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对宗教组织从事宗
教活动而言，是清晰明确的。虽然作为行政法规的《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规定，但我国尚未出台《宗教法》和《慈善事
业法》，现行法律中没有一部对什么是“宗教团体”，什么是“宗教活动场所”
，依什么样
的“法”
，兴办何种“社会公益事业”等涉及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重大问题的概念有
明确的法律界定。事实上，我国目前能够在社会上合法进行社会公益活动的慈善团体非常
少，要取得官方认定的慈善组织资格极为复杂。除非有政府背景，一般民众想自己成立慈
善组织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这又与之前所论及的宗教团体的登记成立困难密切相关。对宗
教来说，由于宗教管理部门历来强调宗教组织的活动必须在宗教场所之内进行，全社会包
括宗教团体自己，都早已形成了“宗教组织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活动”的观念。此外，
宗教团体要参与社会服务，还要面临资金问题、监管问题等等，这些因素都大大限制着宗
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和有效的方法也许还是通过出台《慈善
法》、
《宗教法》等，为宗教慈善事业发展创制有利的法律环境。

21

其实我国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法律中存在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有以上这些，这些
只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也是比较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已，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法律立法历程
走过的时间还很短，所以难免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问题，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详细
列举。

3．2 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3．2．1 宗教信仰自由的复杂性
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有组织的社会实体，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横向看，宗教联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
面，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科学、教育、艺术、文学以至民族的风俗、生活方式
等，对社会影响深远；从纵向看，宗教贯穿着已经经历过的人类社会。而我国是一个多信
仰、多宗教，但宗教传统相对淡薄的国家，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宗教信仰更具有复杂
性的特点。
几千年来，虽然我国不同宗教之间存在争论和抗衡，但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各
21

刘澎：《关于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机制问题》，作者在 2008 年北大宗教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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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走向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在我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并没有发生大的宗教
冲突和宗教战争，这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西方国家的人们正是因为
历经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才寻求宗教之间的宽容，然后才确立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因
此，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并没有在我国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和讨
论。
中国的宗教信仰通常都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获得“救赎”，
而是获取现实利益（如祈福、消灾等）的手段。这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宗教问题上的一个基
本态度，无论信教与否，主要是从个人的、家族的或国家社会的利害关系上着眼。由于缺
乏纯粹的宗教信仰，公民思想中也没有形成强烈的宗教信仰自由观念，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被侵犯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宗教信仰自由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常常与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等其他问题互相交织在一
起。宗教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信仰，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
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
统一。因此，有关部门在处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反而过于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
国对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发展滞缓；并且有法不依、消极处理的事
时有发生。

3．2．2 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仍然相对落后保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因此人们对宗教难免会
有陌生或不全面的看法。宗教不仅是“落后”、
“愚昧”
、
“迷信”的标志，还一度被加上“反
动”的政治色彩。造成人们这种偏颇乃至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近代中国
历史上西方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的帮凶角色激起了极大的民族
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一时间大家都视宗教为洪水猛兽；其次是不少人对马克思、恩格斯
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某些科学论断不加分析地作教条主义理解，使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
宗教的消极面，从而简单地把宗教当成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再就是一度盲目错误地效法
前苏联企图消灭宗教的做法，即使在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还错误地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将宗教当作
需要“革命”的“敌人”来看待。
其实影响更甚的根本原因还是政府的秩序本位观念。法律的最大价值追求是自由与秩
序。虽然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但是我国传统的秩序本位的观念影响
是深远的，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实践中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法律实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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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立法、执法的出发点是如何使国家
权力得到实现，如何实现管理，而不是更好的提供服务。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国家更
多地强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管理宗教事务，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保证秩序的实现而不惜
侵犯公民的个人自由。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缺乏操作性，然而由于对待宗教信仰自
由的观念落后保守，导致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却十分严格。根据学者马岭的研究，我国
22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多达八个方面： 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
得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宗教活动不
得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社会秩序；宗教活动不得干预国家教育；宗
教活动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宗教团体必须依法进行登记
才能进行宗教活动；宗教活动需要在法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其中有些限制并非以宪
法、法律的形式出现，而是出现在行政法规和大量的政策性条文中。这些“限制”看起来
无可厚非，实质上暗含着对宗教的一种负面评价观念。在秩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国家为
了保障国家职能方便快捷的实施，有时把公民的权利看作可有可无，或者直接把公民的基
本权利当作是国家对公民的恩惠和赏赐。如果我们对中美宪法宗教自由条款的制宪背景及
其运作途径作一点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落后保守的观念如何影响着我
国宗教法制状况。“美国主要通过司法审查限制国家行为来实现宗教自由，凡是政府不能
插手的，宗教即获自由。而中国主要通过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宗教自由，这里存在这
样的判断：只有接受政府管理的宗教活动才是正常的，因而才是自由的。在具体运作过程
中，美国司法在对政府行为审查是否插手宗教事务时，关键看其目的是否具有世俗性，而
不针对宗教事务；在效果上是否首先是中性的，对宗教的影响是否仅为附带的、偶然的；
对宗教自由产生的负担是否是最小的，以及是否有合适的理由。而中国在对宗教事务行行
政管理时，认定宗教活动是否正常而受到保护，不仅要看实体上是否符合国家、公共利益，
更重要更发挥作用的是程序上是否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逐次审批。一边是对政府进行层层
筛选，一边是由政府进行层层把关。可见，美国避之切，中国管之严。”
“美国强调政府的
有限性，中国强调政府的主动性；美国强调自由的排他自获性，中国强调自由的国家规范
23

性和国家赋予性。在自由与秩序的天平上，中国自然地滑向了秩序一边。
” 我国政府的这
种“重秩序”的观念必然导致“轻权利”的结果，也制约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
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建设。

22
23

马岭：《论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法律科学》1999 年第期。
韦巍：《中美宪法宗教自由条款及其运作之比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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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的完善
4．1 宪法层面
4．1．1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法规、规章却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严格的限
制，这些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应当受到质疑。以 1997 年 12 月施行的《浙江省宗教事务条
例》为例，该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
”第 16 条规定：
“宗教教职人员跨县（市、区）或者跨市（地）主持宗教活动，
应当经其所属的宗教团体和主持宗教活动所在地的县（市、区）或者市（地）宗教团体同
意，并由有关宗教团体报县（市、区）或者市（地）宗教事务部门备案。本省宗教教职人
员应邀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本省有关宗教团体
同意，并由该宗教团体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依据这些规定，公民不准信仰五大宗教
之外的其他宗教，教职人员不能擅自跨区域进行宗教活动，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
这有悖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限制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而我国现行的违宪审
查制度深受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随着法治社会的进程暴露出一些问题，使得宪法权利无
法得到保障。若不以宪法法院或其他的形式切实落实违宪审查、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提供
现实可操作的程序保障的话，那宪法里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也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纸
空文了。

4．2 法律层面
4．2．1 尽快制定宗教基本法
我国迫切需要一部由全国人大正式制定颁布的“宗教法”
，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团体的权利与义务，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并用以指导行政法
规、地方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未来的宗教法需要解决下述问题：
（1）制定宗教法的宗旨
要进行宗教基本法的立法，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一定是：立法的宗旨是什么？前面已经
提及，围绕宗教立法的宗旨，始终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一种看法认为，
宗教立法应该旨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即用法律的形式，把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宗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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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具体地落到实处。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仅仅是一种理念、
一种抽象的表达，而应有制度上、程序上、措施上的切实有效的保障，这是现代文明国家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体现。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虽然数以亿计，但在总人口中仍然是少数。
在一个多数人不信仰宗教的国家里，极有必要以专门的法律的方式，保护少数人信仰宗教
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宗
教立法的宗旨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 24所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既包括“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
，又包括“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这种看法貌似公允，
既包括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兼顾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好像很全面，但其落脚点是在“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宗教事务管理”
。说到底，是为了管理。对于政府来说，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其基本的职责。无论在哪个领域，无论立什么样的法，政府都有义务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说，每一部法律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但都有其独
特的着眼点。作为宗教方面的立法，其着眼点应该而且只能是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对于宗教信仰者处于少数的中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尤为重要。在宗教立法方面，除宪法
之外，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全国人大通过的、通行全国的法律公开申明、全面系统的保护
宗教信仰者与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立法要秉持切实维护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宗旨，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
（2）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说明。
在我国现行的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虽然有保
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宗教信仰自由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是指人们在思想观
念上具有对某种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是指人们在行动上也同时具有实践其宗教信仰的自
由，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在宗教基本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宗教又是指什么？只是如今官
方认可的五大宗教吗，还是也包括许多新兴的宗教和民间的宗教在内？还有，中国的政教
关系是政教分离吗？何为政教分离的政教关系？这些根本而重要的问题，也应当由这样一
部宗教基本法来阐明。宗教基本法上承宪法下接法规规章，它所承当起的作用就是将宪法
的精神、原则阐明清楚，并且为下位阶的法规、规章的制定提供一个指导和标准，因此基
本的概念必须说明清楚，不能回避，以便使其与“基本”法的称谓相称。
（3）改革我国的宗教团体登记成立制度。
前面分析到，我国宗教团体登记成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双重管理”、
“分级管
理”和不必要的限制竞争，要有效地改革这个决定宗教团体合法生存的制度，当然要突破
24

王作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中国宗教》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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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同时从根本上改变对整个登记制度的功能作用的设定。宗教团体的登
记应该在宗教团体的设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换句话说，宗教团体的登记应该采
取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呢？

25

第一个选择是备案制，它意味着宗教团体的合法性和主体资格在登记之前就已经确定
了，备案只是为政府对其行为的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一组方便的数据。那是不是一个团体在
进行登记前就自然地具有了从事法律活动的主体资格了呢？这是不可能的，跟自然人不
同，一个组织或团体并不是一成立就能自动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至少行为能力不
是，因为这取决于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亦即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这是政府为其进行
登记时应该进行审查的，因此备案制的模式不能用于宗教团体的登记制度上。
第二个选择是批准制的登记模式。批准制意味着一个团体结社自由的合法性不是源于
自然法、宪法和社会事实，而是源于登记机关的情感、理性和判断；进而，成立宗教团体
就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登记机关的一种赐予。这乃是跟人权理念、法治基本理念格
格不入的。而且批准制在制度设计上往往缺少较为规范的标准，很容易给登记机关留下过
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宗教团体的登记较多地以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意志为转移，使得信
教公民对申请成立宗教团体登记的成功与否难以有可靠的预期，从而造成宗教团体登记问
题上的人治局面。其实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通过登记获得批准的宗
教团体是合法的，可以成立，没有登记、没有获得批准而自行成立的宗教团体就都违法了。
这乃是与公民的结社自由相悖的，不能起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作用。因此，宗教团
体登记也不该采取批准制。
最后的选择就是证明制了。一方面，它对宗教团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审查，为能真正承担民事责任、从事法律活动的宗教团体给予了官方的证明；另一方面，
既然是“证明”，那就意味着证明制的登记只是对信教公民结社自由的法律确认，而不是
行政赐予；是对宗教团体法律能力的客观审查过程，而不是主观判断过程；是对登记宗教
团体组织合法性与主体资格的社会公示，而不是对没有登记的宗教团体存在合法性的否
认。因此，证明制在理念上摆正了信教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操作上有利于登记标准的规
范化、具体化，在实践中有利于促使宗教团体自觉自愿进行登记；这对于既保护信教公民
的结社自由，又保护其他公民的平等权益、维护社会的秩序是一种较妥当、合理的选择，
应当是宗教登记制度改革的方向。

25

魏宏：《关于宗教团体登记制度的法理分析》，《中国民族报》20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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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证明制的模式塑造宗教团体的登记制度的话，只要申请登记的对象遵守普适的人
性原则、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国家的法律，并符合相应行为能力所必须的具体条件，登记机
关就应当及时予以登记，确认其权利能力，使其获得从事法律活动的主体资格。
这就对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实行比较严格的规则主义，尽量缩小登记机关的自由
裁量权；二是规则的设定要合理，尽可能地保障信教公民结社自由的实现。比较严格的规
则主义一方面要求登记条件要准确、具体、无歧义，以防止登记机关的随意性解释，保障
符合条件者都能顺利通过登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完全排除登记机关的合理性解释。就
是说，以形式审查为原则，实质审查为补充。实行比较严格的规则主义，要求规则的设定
要合理。这个合理的界限就是，只要宗教团体遵守人性的普适价值、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国
家的法律，并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那就必须予以登记，其他一切附加的条件都是多余、
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标准来反思我国现行的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就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4）为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提供法律依据。
这是个比较新的议题，是随着这几年一些宗教团体开始有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服务和慈
善事业的实践而出现的。但其实这方面的规定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宗教团体也一直是主
要的社会服务力量和慈善事业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在我国，全社会的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
也才刚刚起步，像《慈善事业法》这样的专门性法律还有待出台。伴随着宗教团体参与社
会服务这一议题的，还有宗教团体能否在宗教场所以外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问题，宗
教财产的管理、使用、监督等的问题，宗教团体法人的问题等，因此是个挺新挺复杂的议
26

27

题，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只有刘澎 、李向平 等一小批学者开始了这
方面的探索，为了使宗教团体尽早名正言顺地投身到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中、发挥更大的
积极作用，在我国拟制定出的《宗教法》中应就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作出具操作性的明
文规定。

4．2．2 涉及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法律的整理和完善
在本文的第二章中，笔者已经列举了包括《民法通则》、
《刑法》等在内的十多部涉及
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内容的法律，其中有些规定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存在相抵触的
地方，等宗教基本法有一天出台以后，就应该以宗教基本法为准则进行及时的修改和完善。

26
27

同[8]。
李向平等：《宗教公益：共建和谐的有益方式》，《中国宗教》2007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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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方法规、行政法规与规章层面
4．3．1 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修改与完善
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已经有近六年时间了，虽然从法规名称看来，
“宗教事
务条例”比早年一些地方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要进步了，似乎意识到政府应该做得更
多的是提供服务和监督，而不是像过去计划经济一样无所不管了；但事实上，将《宗教事
务条例》中一些条文跟之前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及一些地方性的综合性宗教法规
对比，就可见政府的趋势是要管得比过去更严格。其实我国政府这样以行政为中心地管了
宗教事务那么多年，打击了那些非官方的宗教势力那么多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精力，但这些年各个宗教依然蓬勃发展，可见这样的管理模式的效用实在值得怀疑。刘澎
所指出：“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以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为出发点的，低成本、高
效率，有利于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对国家、宗教和社会都有利的，行之有
效的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法治。即通过法律的方式而不是依靠行政机构的行
28

政方式，处理涉及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宗教事务条例》的修改
方向应是构建一种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治机制，以全面转换对宗教事务
的过度行政管制模式。

4．3．2 各地地方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及各地政府规章的整理和完善
既然连国务院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都还有那么大的修改和完善的空间，那各个地
方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等就更是如此了；况且各个地方的法规、规章是更直接作用于公
民身上、更容易侵犯到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所以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自上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各地方的宗教立法为中央的立法提供了不少的经验
和财富，如今虽然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有了更高效力位阶的法规作为依据了，但对
于宗教基本法的制定的摸索还在继续着，所以各个地方可以继续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一些
29

适当的立法探索。笔者赞同刘澎所提出的“宗教特区”的设想 ，建议可以像当年搞经济
特区一样，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且宗教比较兴旺的地区（如温州、厦门）、内地宗教影响
较大的地区（如石家庄、郑州）、还有一些民族聚居地区（如昆明、兰州）等创办“宗教
特区”，给予宗教稍大一点的活动空间进行慈善公益事业、公益服务等的尝试，也同时进
行相应“宗教特区法”的立法探索，为将来全国性的宗教基本法出台摸索、积累有益的经
验。
28

29

刘澎：《关于宗教组织的管理问题》，作者在 2007 年重庆“宗教与法治——宗教组织的管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03。
刘澎：《建立“宗教特区”，让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作者 2008 年 10 月 16 日在第二届法律与宗教会议上的发言，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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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程序保护层面
4．41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保护
权利总是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无救济则无权利，因此赋予遭到侵害的宗教信仰自由救
济途径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保护的最后屏障。其中，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机制中最
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侵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救济还比较薄弱。
关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上的保护极为不完善，宗教团体或组织
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成功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案例可谓绝无仅有。这一方面
当然是跟我国现阶段的《宗教事务条例》及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等的规定粗
糙且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行政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关，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也是关乎我国现今的宗教团体登记成立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少非官方发起的宗教团体和
组织因为未能满足《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登记成立的“苛刻”条件，从而
一直游离于未合法又不违法的“非法”状态下，其正当权益受到行政部门侵犯而欲提起行
政复议乃至诉讼时，往往都是被以“诉讼主体不合资格”为由驳回，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正式程序，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近年来少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进行了一些行政复议或诉讼的尝试，但是都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一方面是立法缺失与
司法的缺陷，另一方面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迫切现实需要，构建有效的保护公
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机制已成当务之急，建议从更科学合理地规定人民
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等方面完善我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政复议与行政
诉讼法律制度。

结

论

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际上普遍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随着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不断深
入及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也正在越来越备受重视，也越来越被国家以法律的
形式予以肯定和保护。我国在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法律探索已经走过了五十余年
的历程，从只有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到今天
自中央至各地方宗教立法的百花齐放，实在是取得了不小的发展成果。但随着人们宗教信
仰和宗教实践的发展，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宗教法律法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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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切实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妥善调节新出现的宗
教行为了。因此，回顾和总结我们过去的宗教立法经验，从中吸取今天仍能发扬的传统和
探索精神，继续我们的宗教立法探索和创新，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今天所取得的宗教立法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应该客观地看待
的。宪法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不完善、宗教基本法长期缺失、宗教团体的登记成立困
难重重、对于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缺乏制度的引导与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
视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复杂性的原因，又有
政教关系特殊性的原因，还有许多人们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仍然过于保守落后等多种
原因。政府很多时候也仍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统管一切的误区中，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
实践添加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完善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应当多管齐下：首先
修订宪法第 36 条的规定，并逐步构建起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其次是尽快制定宗教基本
法，并以其为依据整理和完善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三是依据宪法和宗教基本法的规定
对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各种法规、政府规章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整理；最后还应当在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这些程序性的法律规定上为公民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使公民的宗教
信仰自由真正得到法律的实际保护。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十余年的宗教立法经验中，可以看出立法的思路基本遵循的
是从地方立法开始、从一个个单项的宗教法规、规章的制定开始，待时机成熟再制定全国
性的法律规定，这的确是个可取的做法，事实证明这也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在宗教立法亟待继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这样的经验和做法是仍然值得我们
继续采用的。除了宗教方面的法律外，还需要完善国家安全法、刑法、民法等法律，既保
护信教人士的各种权利，也规定他们的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围内从事宗教活动的义务。此
外汲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建立宗教特区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也
不失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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