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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刚结束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重新尝试走向民主现代社会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立法 

获得 了巨大的进步，宗教立法也是如此 ，有关立法部 门先后 出台了各种法规 ，对 宗教生活进行了界定 ，本文对民国时期 

的宗教立法的先进意义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民国时期；宗教立法；作用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1674-6198(2013)06-0140-03 

民国时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与经济最为混 

乱的时期，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封建社会刚刚结束， 

人们的思想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洗礼，很多宗教政策有着 

各种的变异 ，这时候急需有行政手段来推进宗教法制的 

规范化，国民党政府出于稳定社会的想法 ，在 当时提出了 

各种立法，包括宗教的立法。 

民国以前，中国的宗教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但未形成系统的国家宗教。帝制结束之后，中华民国建 

立，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为了 

稳定社会秩序 ，避免像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 团运动等重 

大事件再次发生 ，民国政府实行了宗教立法政策 。从而使 

宗教走上了法制化道路，法律法规的出台，规定人 民有信 

仰的 自由。 

一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关于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在民国时期得 

到了确认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关于宗教信 

仰 自由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912年 3月 8日，以孙中山 

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 

性质的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 5条：“中 

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 6条 

第7款：“人民有信教之自由。”1913年 10月31日完成的 

“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 5条：“中华民 

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匀平等。”第 

l2条：“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 

依法律 ，不受制限。”1914年 5月 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 

法》第 4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 

别，法律上均为平等。”第 5条第7款还谈到，“人民于法 

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的内容。在 1923年公布的“宪 

法”第 12条中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 

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内容。1931年公布的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第 11条规定，“人民有信仰 

宗教之 自由”；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规定“人 

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1947年 12月25日施行的 《中 

华民国宪法》第7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 

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 l3条规定：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民国时期 的这些关于宗教的 

法律法规 。与以前 的封建社会的宗教政策是有根本 区别 

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开始变得自 

由。许多宗教活动和仪式在此之后成为正常的合法的活 

动。宗教人士的活动和宗教宣传也成为宗教活动的主流。 

政府不再干预国民的信仰 ，宗教组织在取得合法地位后 ， 

独立进行宗教活动 ，经费由自己筹办 ，自养 自办。 由此许 

多宗教也走上了发展进步的道路 ，比如佛教 的改革 ，基督 

教的“本色化运动”。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等 

等。但宗教活动仍然在政府政令的控制之下。这也是由资 

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北洋政府时期。宗教管理开始 

法制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各 

个宗教的发展开始在法律的限制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宗 

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的管理基本上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 

操作。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 ，在立法 的基础上 ，获得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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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 ，但也存在许多有法不依或操作不当的现象。这也 

是当今法律界值得借鉴的问题。 

二、各种宗教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对于宗教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初次出 

现和实施的，通过立法 ，民国政府对各宗教 的合法权益进 

行了一定意义上的保护，从而为各宗教的发展和进步提 

供了法律依据。北洋政府延续了清末利用庙产的思路。后 

因为僧人的极力反对北洋政府的这一不利于佛教发展 的 

政策，北洋政府从而制定了法律，明令保护庙产。 在政局 

动荡不安 的年代 ，北洋政府 出台了一批相关规定 ，如《关 

于保护佛教僧众及寺庙财产的令文》、《内务部公布寺院 

管理暂行规则令》、《内务部请明令保护佛教庙产致大总 

统呈》等。尤其 1930年 1月 11日《监督寺庙条例》的出 

台，这是 国民政府宗教立法的重要文献 ，这一条例是 以后 

民国政府处理宗教事务的根本法律依据．该条例主要内 

容如下： 

第一条：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不论用何名 

称。均为寺庙。 

第二条 ：寺庙及其财产法物 ，除法 律别有规定外 ，依 

本条例监督之。(前项法物谓于宗教上、历史上、美术上有 

关系之佛教、神像、礼器、乐器、法器、经典、雕刻、绘画及 

其他向由寺庙保存之一切古物。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民国 

政府明确规定了需要保护的寺庙财产和法物。) 

民国政府制定的这些宗教法 。主要 目的是为了管理 

当时各宗教而制定的．用立法手段控制宗教势力，防止扰 

乱社会秩序的宗教事务出现 。这必然出现许多方面不利 

于宗教发展的现象，甚至限制宗教发展的有序进行。但是 

把宗教各事务纳入法律法规的管理，在客观上使各宗教 

的权益受到了应有的保护。 

三、通过不 同宗教的不同立法。宗教认同获得区分 

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法律。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是相对不同的宗 

教而制定的 。每个法律规范的制定所适用的宗教是不尽 

相同的。这也正体现了民国政府对不同宗教的不同政策， 

反过来也说 明了不同的宗教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待遇是 

不同的。为了维护多民族 国家 的政治统一 。民国政府对各 

个宗教采取“因俗 而治”的原则 ，不同法律政策 的制定说 

明了 ，这对 当时我国国民的宗教认 同的作用是有所区别 

的 ，甚至可 以说是有一定差距的。例如许多的法律法规是 

针对汉传佛教和道教以及一些民间宗教而提出的．而对 

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是不适用的。如国民政府颁布的 

《寺庙登记条例》、《寺庙登记规则》及《监督寺庙条例》等 

法律条例均适用于佛、道教，但基本上不适用于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对于伊斯兰教民国政府则参照 《监督寺庙条 

例》，另行制定了《清真寺管理办法》，对于基督教则先后 

专门制定了《知道基督教团体办法》、《指导外人传教团体 

办法》。而这也是针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的，对于佛 

教和道教则是不适用的。 

对于民间宗教而言 ，宗教立法使其获得 了巨大进步， 

与以往封建社会 比起来 ．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政策 

是最为宽松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对 民众的精神信 

仰及现实生活影响都极为深远．受压抑和打击的民间宗 

教在 中华 民国成立之后 ．终于有了发展和膨胀的机会。民 

间宗教开始由秘密转向公开化，政治倾向明显分化，有的 

投靠社会反动势力 ，而有的则成为社会的进步力量。但民 

间宗教与所谓的“主流宗教”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对于 

民间宗教，民国政府也同样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一方 

面对民问宗教进行拉拢．甚至直接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则 

对不利于统治的民间宗教进行镇压和取缔。总的来说 ，民 

国政府对于民间宗教 的政策是既压制又扶持利用。 

通过不同宗教的不同立法 ．宗教认 同由此获得了区 

分。一大部分信奉者和团体．对于自己信奉的宗教与其他 

宗教有了根本的区别与认识 。宗教认 同通过宗教立法获 

得 了较全面的体现。 

四、民国宗教立法评价 

(一)填补 了中国宗教立法的空白 

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是宗教立法在中国的第一次， 

填补了宗教立法的历史空白。封建社会时期，民间宗教发 

展缓慢，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儒学和道教得到长足发 

展，各种外来宗教不断传人。封建统治阶级大多提倡儒家 

学说 ，有 的时期提倡道教 ，有 的时期重视佛教 ，各种宗教 

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合法的或者独 

立的地位 。晚清时期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内忧外患共存， 

社会动荡不安 ．许多宗教包括 民间宗教在 内艰难 曲折发 

展，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1912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 

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 ，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国家 的形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西方思想影响 ，国家明确实行政教 

分离政策 ，从而使宗教走上了自筹 自办的道路。与此同 

时 ，外国的宗教立法 的观念也受到了民国政府的重视 ，对 

宗教进行国家管理和行政立法是承认 宗教合法地位和稳 

定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制定一系列宗教法律法规，使管 

理由混乱逐渐走向有序，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二)国家给予了各 宗教合法的地位 

民国政府制定一系列宗教法律法规 。虽然实行宗教 

信仰 自由政策 ，但是在主观上还是有为了避免社会动荡 ， 

控制宗教的发展的意图。然而在客观上对宗教的发展影 

响很大。各种宗教在中华大地上获得 了应有的合法地位 ， 

这不能不说是宗教界的一大幸事。在许多当时的法律条 

文中这一重大影响有所体现 ，1912年 3月 8日，以孙中山 

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 

性质的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 5条：“中 

华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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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款：“人民有信教之 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 

宪法的形式宣布各种族 、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一次 

宣布信教 自由的原则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4年 5月 1 

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 5条第 7款还谈到，“人民于 

法律范围内。有信教之 自由”的内容。 

通过宗教立法 ，各个宗教开始合理有序的发展，在许 

多宗教内部也进行了适应民国社会形式的改革 。比如佛 

教的复兴运动、伊斯兰教 的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等等。佛 、 

道、伊斯兰、基督教内部都产生了一批既有宗教学识有具 

有现代化意识的宗教领袖。 可以说，这一时期 ，各个宗教 

的发展壮大都应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宗教立法。 

(三)宗教立法对社会政治稳定和促进 民族凝聚力作 

用 巨大 

中华民国建立时期正直国内外局势动荡时期。宗教 

立法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毋庸置疑。国家给予了宗 

教合法的地位，使宗教的发展正规化，宗教走上了法制化 

道路 ，减少了许多不确定 因素 的产生 ，避免了一些宗教冲 

突的发生和发展。 

宗教立法的实施和宗教法律体系的构建 ，是全民宗 

教认同的大事件 。这一时期的宗教认同对于民族发展和 

民族认同而言作用巨大，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宗教认同可 

以转化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指对于相同民族特征的 

人群的自我确认和与具有其它民族特征的人群 的相互区 

别 。 民国立法正是宗教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润滑剂 ． 

使宗教的核心因素即宗教的观念和情感具有 了强烈的认 

同功能 。而这种认同对于增强民族成员的团结 以及减少 

庞大的自然、社会异己力量的恐惧。具有强大的心理慰藉 

作用，而这种慰藉就必然会产生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正如泰勒所说 ：“人类具有特别有利于系统地研究文化的 

本性，这是 由于人们的同心或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如此有 

力地激励着整个民族团结起来，采用共同的语言，信奉共 

同的宗教 ，遵守共同的习惯法 ，达到共同的艺术和科学水 

平 。”例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将军冯玉祥素有“基督将军”之 

称号，他在 1917年加入了基督教 ，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冯 

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 

节俭，反对奢华 ，要求官兵洁身 自好。冯玉祥与士兵一样 ， 

穿灰布军装 ，睡稻草地铺 ，每餐仅一菜一汤 ，数十年如一 

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 ，严禁穿着绸缎 ，甚至严禁吸 

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使官兵对 

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 

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 

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这样 的治军方式对军 队 

的凝聚力是极为有利的，它使军队凝结成一股力量，在共 

同的信仰和认同下 ，勇往直前，不惧艰险。 

总之 ，宗教立法是将宗教融入社会 ，同时也是宗教合 

法化的必经途径 ，新 中国成立以来 。中华大地上的宗教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新中国的许多法律条文也涉及到了关 

于宗教发展和宗教保护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 

仍然没有一本宗教的专门法律典籍．许多关于宗教的法 

律条文都是零星分布于各个其他法律法规当中，这在当 

代宗教普世和民间化的大潮 中是不合时宜 的。在西方许 

多的发达国家和亚洲的一些 国家和地区早就出现 了关 于 

宗教的专门立法。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法律体 

系趋渐完善．当出现许多宗教问题时也可以借助于法律 

法规的手段进行彻底的解决。只有尽快地进行宗教立法 ， 

才能进一步加强管理，使宗教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 

化、法制化。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为当代 中国的立法界提 

供了重要的借鉴。早 日制定并 颁布宗教法是各界宗教人 

士的共同愿望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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