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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宗教法人认证制度

仲崇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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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教法人认证制度在日本宗教法制中居于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宗教法人（团体）认证分

为宗教法人设立认证、变更认证和自行解散认证。认证制度的宗旨在于实现宗教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平

衡，贯彻登记自由原则和法治原则，审查范围上采取准则主义，审查方法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

辅，设计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以便有效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事中和事后救济程序，这些特点都

值得我国借鉴。当然，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严格化也提醒我们不应以提高准入门槛替代事后监

督，应考虑将法人人格与税收优惠等特权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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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现行以《宗教事务条例》为首的宗教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宗教院校的法

人地位，不能厘清宗教财产领域的产权关系，政府、宗教协会、宗教活动场所、企业以及相关个人经常

就宗教财产发生纠纷，〔1〕影响了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

*　仲崇玉，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感谢本人指导的研究生朱琳翻译相关日文资料；感谢台湾地区素昧平生的林本炫

教授慷慨寄送研究资料。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化问题研究”（项目号 14SFB50026）和中

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我国民法典背景下的宗教法人制度研究”（项目号 CLS（2015）C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　详细分析，请参见仲崇玉、王燕：《当前我国宗教财产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载《中国民族报》2015 年 11 月 24 日

第 6 版；仲崇玉、王燕：《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法律地位的现状、成因及其弊端》，载《宗教与法治》2015 年第 3 期，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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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法治框架下妥善处置宗教问题，以促进宗教关

系和谐。2016 年 4 月 22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用法律规

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2〕在这一背景下，主管部门、学

界以及宗教界普遍认识到，宗教事务法治化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完善宗教法人制度。〔3〕目前，宗教法

人制度虽然已经纳入《民法典》编纂以及《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程序，但无论是官方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4〕，还是《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5〕都缺乏对宗教组织取得

法人资格的实体及程序问题的具体规定。而我国学界对于宗教法人制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法人类

型定位、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协会关系、宗教财产归属等问题上，作为宗教法人制度主要内容的宗教

组织法人登记审批制度却鲜有论及。因此，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具

体设计和法理基础，并结合其政治、社会背景分析其实践运行情况，从而为改革完善我国宗教组织法

人设立制度提供参考。

日本宗教基本法是制定于 1951 年的《宗教法人法》，该法确立了宗教法人三大基本制度——认

证制度、责任人制度和公告制度，〔6〕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当属认证制度。首先，公告与责任人本身就

是认证审查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公告制度、责任人制度是认证制度的子制度并不过分。其次，宗教法

人从设立、变更、合并以及解散都要进行认证，宗教团体〔7〕（法人）只有得到了认证，方可申请相应的登

记，认证贯穿于每个宗教法人的各个阶段。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认证制蕴含着日本宗教法制自近代以

来的整体历史变迁。日本第一部宗教法是 1939 年 4 月的《宗教团体法》，采许可主义，设立宗教团体

需经过文部大臣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许可方可登记，体现了国家对于国家神道以外的宗教团体的不信

任立场。〔8〕

二战后，在盟军监督下，日本政府于 1945 年 12 月制定《宗教法人令》，采直接登记主义和形式审

〔 2 〕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3/c1001-28299513.
html,2016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 3 〕　学界观点请参见孙宪忠：《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和宗教财产归属问题初探》，载《中国法学》1990 年第 4 期，第 83-84 页；

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5-226 页；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

法理由 • 物权编》，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8-179 页；华热 • 多杰：《宗教组织法人化探析》，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第 118 页；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论纲》，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张明锋：《中国宗

教法人制度的学术研究现状》，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3 期；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载《宗教与法治》2015 年

第 2 期，第 21 页；吴才毓：《民法典中宗教组织的法人化类型》，载《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 5 期；张建文：《宗教财产立法研究》，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2 页；冯玉军：《宗教财产归属与宗教法人资格问题的法律思考》，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 年

第 1 期；吴昭军：《困境与突破：我国佛教寺院的法人制度建构》，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实务界观

点参见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深入调研，推进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问题的解决》，载《中国宗教》2013 年第 4 期，第 66 页；广东省宗

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调研课题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调研与思考：以广东省为例》，载《中国宗教》2013 年第 10 期，第 56 页。宗

教界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 2007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修订〈民法总则〉赋予传统宗教活动场所法

人资格的议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于 2013 年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解决佛教寺院的法人地位的提案》。

〔 4 〕　参见该草案第 92 条第 2 款。

〔 5 〕　参见该草案第 7、14、23 条。

〔 6 〕　飯野賢一「宗教法人法改正とその後の法状況」，『愛知学院大学宗教法制研究所紀要』，愛知学院大学宗教法制研究所

2012 年，第 7 頁。

〔 7 〕　按照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4 条之规定，已经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称为宗教法人，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则称

为宗教团体。

〔 8 〕　参见刘茂珍：《日本宗教行政业务考察报告书》，1988 年，第 24-25 页，转引自林本炫：《宗教法的国际比较研究》，载瞿海源

主编：《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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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规则，结果导致了宗教滥立的问题。〔9〕于是 1951 年 4 月制定《宗教法人法》，实行认证制，设立宗教

法人需先经认证方可登记。可以说，宗教法人认证制度是日本宗教法制的一条主线，富有日本特色地

贯彻了宗教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集中地反映了宗教与社会、圣灵行为与社会秩

序的交迭与平衡，鲜明地体现了保护宗教团体及教徒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以及严格限制行政权力的

法治化理念。

我国虽然已有学者探讨过日本宗教基本法——《宗教法人法》，〔10〕但基本上都停留在宏观介绍

层面，未能深入到实践运作层面揭示《宗教法人法》的借鉴意义，更没有专门研究认证制度。而在日

本学界，因为认证制度的成熟性和实务性，学术性探讨也很少见。〔11〕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探讨认证制度的具体设计和法理基础，并结合其政治、社会背景分析其实践运

行情况，从而对我国宗教法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效参考。

二、宗教法人认证的类型和内容

所谓宗教法人认证是指在登记之前，认证机关根据宗教团体或宗教法人的申请，依照法定条件和

程序对宗教团体设立行为、变更行为以及自行解散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法律效果予以甄别、认

定并加以宣告的行政行为。从行政行为的性质上来说，认证属于行政确认。〔12〕宗教法人登记分为设

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按照日本《宗教法人法》规定，宗教法人在设立、变更、解散登记之前，

必须首先向主管部门申请认证。相应地，认证也就分为设立认证、变更认证和解散认证。三种认证的

主要区别在于其审查内容，程序方面相差不大。〔13〕

（一）宗教法人设立认证

法人的设立，是指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使社会组织获得法律人格的整个过程，包括从开始设立

行为之准备到最终取得登记的全部过程；从结果上来说，法人设立的实质在于使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

或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组织取得民事主体资格。因此，设立认证的任务就在于审查宗教团体设立行为

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并予以确认。按照《宗教法人法》的规定，〔14〕宗教团体申请认证应当首先具备宗

教团体的实质要件，同时还要具备程序要件，即该法第 12 条规定的两项内容，一是制定符合法定要件

的章程，二是进行适当的设立公告。相应地，认证机关在受理认证申请后，其审查范围应当包括宗教

〔 9 〕　参见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3 页；张训谋等：《发达国家宗教事务管

理制度》，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6 页。

〔10〕　台湾地区的有林本炫：《宗教法的国际比较研究》，载瞿海源主编：《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 1997 年版；

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大陆地区有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上、中、下）》，

载《法音》2001 年第 10、11、12 期；董霄汉：《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载《中国宗教》2002 年第 6 期；华热 • 多杰：《日本国关于宗教组织民

事法律地位的立法》，载《青海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张文良：《日本的宗教法与宗教管理》，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 年第 5 期；李

向平、杨静：《宗教合法性及其获得方式——以日本〈宗教法人法〉为中心》，载《当代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1〕　就笔者文献检索所及，只有两篇论文专门探讨宗教法人认证制度：里見達雄「宗教法人の認証について」，『仏教思潮』5
巻 1 号（1952 年 1 月）；平野武「宗教法人の認証の厳格化について」，『龍谷法学』44 巻 3 号（2011 年 12 月）。

〔12〕　飯野賢一「宗教法人法改正とその後の法状況」，『愛知学院大学宗教法制研究所紀要』，愛知学院大学宗教法制研究所

2012 年，第 8 頁。

〔13〕　《宗教法人法》第 14 条详细规定了设立认证的程序，而变更、合并和解散认证的条文（即第 28、39、46 条）则直接援引了第

14 条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

〔14〕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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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本身、章程内容及相关程序等三个方面。

首先，审查该组织是否为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应当符合两个要求：一是具有宗教性；二是具有团

体性。关于宗教性，《宗教法人法》第 2 条规定，该法所称的“宗教团体”，指以传播宗教教义、举行宗

教仪式及教化培养信徒为主要目的的下列团体：具备礼拜设施的神社、寺院、教会、修道院及其他类似

团体；包含前项所列团体的教派、宗派、教团、教会、修道会、司教区及其他类似团体。

根据该条规定，判断某一组织是否具有宗教性的标准具体有三：一是拥有教义，二是存在教职人

员，第三是拥有举行宗教活动的设施和场所。教义乃是某种宗教所宣扬和遵从的神学思想体系。但

根据政教分离原则，只要该组织具有某种教义即可，认证机关无权审查该教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

不过问其仪式及教化信徒之形式、方法和规模，只要确认其确为从事弘扬教义、举行仪式及教化信徒

之团体即可。除了拥有教义外还得有教职人员，必要时可要求宗教团体提交其教职人员姓名住址，以

便核查。《宗教法人法》中并没有明确是否有一般信徒〔15〕的规定，也没有教职人员数量的规定，但从

《宗教法人法》第 2 条关于“传播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及教化培养信徒为主要目的”的规定，可以

推断教职人员应当是宗教法人成立要件之一。至于信徒数量开始并非成立要件，但在后来宗教法人

认证条件严格化之后，一定数量的信徒也是成立认证条件之一。有礼拜设施和活动场所这一要件则

是因为宗教团体的特殊功能在于传播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及教化培养信徒，同时也是因为民法关

于法人需具有一定财产的规定。

关于团体性，一方面宗教团体要符合《民法》所规定的法人条件，即包括团体名称、住所、组织机

构以及相应财产。另一方面，还要符合《宗教法人法》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特殊规定。按照《宗教法人法》，

宗教团体主要事务所所在地为其住所。组织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应依照圣俗分离和政教分离的原

则设立专门处理世俗事务的机关，该机关即为宗教团体在法律上的代表机关，〔16〕而其纯粹圣灵性机

关则不属法律调整范围，代表机关由三名以上责任人充任，其中一人为宗教团体之法定代表人，例如

净土宗的宗务总长。至于相应的财产，则主要是考察宗教团体是否拥有维持其宗教活动发展的基本

财产，另外还要审查宗教团体是否接受了信徒捐赠或布施，并正确地向信徒发行了捐赠证明。〔17〕

其次，审查宗教组织的章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章程是指宗教组织制定的规定其名称、住所、

目的宗旨、治理结构以及重要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号称宗教组织的“宪法”，不仅是宗教

团体成立的基础，也是规范宗教组织变更、终止的基本依据，因而是宗教法人认证的重要项目。根据

《宗教法人法》第 13 条规定，进行章程认证时，宗教团体需要提交的书面文件有：章程的正本两份、认

证申请书、申请人拥有代表该宗教团体权限的证明文书、选任负责人的证明文件（如全体代表大会的

会议记录、宗教团体〔18〕负责人的任命书）、选任代表的证明（包括代表人和过半数负责人的就任承诺

〔15〕　日本宗教法规将一般信徒称为“信者”，《宗教法人法》中涉及信者的制度主要是信息公告制度。参见林本炫：《试论宗教

法人的法律属性与地位》，载台湾“内政部”编印：《宗教论述专辑第七辑》，2005 年，第 41 页。

〔16〕　如果宗教团体没有另设议事机关，则该机关同时也是议事机关。参见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下）》，载《法音》

2001 年第 12 期，第 32 页。

〔17〕　参见 [ 日 ] 雨宫真也：《日本“宗教法人”之现状》，载《佛学》2008 年第 5 期，第 352 页。

〔18〕　根据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2 条，宗教法人分为两类，第一项所规定的宗教法人为“单位宗教法人”，即宗教法人中像神社、

寺院、教会等设有礼拜设施，为实施宗教活动而组织的个别的宗教团体。第二项所规定的法人为“包括宗教法人”，即指宗派、教会团

体等拥有单位宗教法人的法人，如日本各神社总部和日本基督教教会，相应地，包括宗教法人所辖下的单位宗教法人就被称为“被包

括宗教法人”。与包括宗教法人、被包括法人没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宗教法人，例如创价学会和当年的奥姆真理教，称为“单立宗教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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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代表人的印鉴及印鉴证明）、根据代理人申请免除注册许可费的书面证明。

主管部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审查章程。第一，审查章程的内容是否完整，即章程是否载明了

第 12 条所规定的必备内容。第二，审查章程内容是否与其他要件相矛盾，如该宗教团体的首要目的

是否是教育信徒；审查其与被包括宗教团体（法人）、包括宗教法人的关系，在其有包括法人的情况下，

还应当出具其包括法人同意其申请宗教法人认证的证明；审查该宗教团体从事宗教活动以外的活动

时是否符合其宗旨目的；从事公益事业以外的事业时，是否与达成其主要目的之间存有矛盾。第三，

审查该章程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如审查该团体是否使用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手段来传教、布道；审查

是否从事违反公序良俗的活动。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存在疑问时，还可以进行实地

勘查。

最后，审查设立公告是否恰当。根据《宗教法人法》的规定，设立公告是法人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

也是认证的基本内容之一。

公告制度是指宗教组织在设立、变更、终止以及做出其他重要事项之前向其信徒和利害关系人进

行告知，非经认证相应重大事项不得产生效力的制度。主管机关在审查设立公告的恰当性时，主要审

查公告的方法、对象以及内容是否符合《宗教法人法》第 12 条的规定。按照该条第 2 款的规定，宗教

法人的公告，应在报纸、该宗教法人内部杂志上登载，在宗教法人事务所的通知栏上张贴，或采用其他

适当方法，使该宗教法人的信徒及其利害关系人知晓；第 3 款规定，意欲设立宗教法人的，应至少在依

本法第 13 条规定的申请章程认证一个月前，依照前款规定向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告章程要义及

设立宗教法人的宗旨。

（二）宗教法人变更认证

宗教团体通过设立认证并在住所地的法务局登记后，即获得法人资格，相应的名称也改为宗教法

人，以区别于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因此，前文所述设立认证只针对宗教团体，而变更认证

和解散认证则只针对宗教法人。从法律实务角度来看，宗教法人的变更包括宗教法人章程的变更以

及宗教法人的合并与分立，而章程变更又具体包括组织结构、宗旨目的、活动范围、法定代表人、主要

财产、名称、住所、隶属关系等方面的变更。

根据《宗教法人法》规定，变更宗教法人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时，必须首先按照章程中有关变

更条款履行内部变更程序，然后向主管部门申请认证。

宗教法人申请变更认证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两份认证申请书、两份变更事项申请书、证明章

程变更决定的达成符合原章程规定的程序的资料。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即宗教法人欲终止其作为被

包括法人与其包括法人的包括关系而变更其章程时，如果该宗教法人的章程赋予包括法人就包括关

系终止的章程变更事项享有一定权限时，不要求依照章程中该规定办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确

保被包括宗教法人以结社自由权，即作为下级法人的被包括法人并非绝对处于被领导地位，其作为被

包括法人的地位是建立于自愿基础上的。当然，被包括法人也不是享有绝对的自由权，两个月必须将

章程变更方案的宗旨向信徒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告，只有利害关系人在期限内未提出异议，该变更方

可获得认证。在进行章程变更认证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因建立与其他宗教法人的包括关系而变

更章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和终止包括关系一样进行公告，二是需征得该其他宗教法人的同意。

主管机关受理章程变更认证申请后，其审查范围限于章程的变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按照原章程

所规定的条件与程序进行。

关于宗教法人的合并，《宗教法人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宗教法人可以合并为一个宗教法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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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人欲合并时，应先由各宗教法人负责人会议按照章程规定或在章程无规定时以三分之二以上多

数决方式通过合并决议，然后向利害关系人公告至少两个月，并向已知的债权人逐一催告，如果债权

人在公告期限内对合并提出异议，欲合并的宗教法人必须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否则主管机关将不予

认证。合并完成后，认证申请必须由要求合并的宗教法人联名提出。合并的各宗教法人管辖机关不

同时，由合并后存续的宗教法人或合并后新设立的宗教法人的管辖机关管辖。主管部门审查的要点

在于，合并是否按照章程或法律规定进行，是否妥善解决债权债务关系，新设合并中新成立的团体是

否为宗教团体。

有必要提及的是，《宗教法人法》并未规定宗教法人的分立，原因是在《宗教法人法》起草者看来，

宗教法人的分立实际上乃是被包括法人与包括法人终止包括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如前所述乃是

属于章程变更的范畴，故未单独规定，并非立法漏洞。而宗教法人的合并，无论是吸收合并还是新设

合并，都不仅仅是章程变更的问题，故《宗教法人法》第 31 条规定，合并后存续的宗教法人其章程的

变更依照该法第五章即宗教法人合并的规定进行，而不适用关于章程变更（第四章）的规定。其原因

在于，合并包含了宗教法人人格的消灭，涉及法人的解散问题，而分立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三）宗教法人自行解散认证

宗教法人的解散实际上是法人的退出机制，法人的解散除了涉及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僧众的安排

以外还关乎广大信徒的利益，因此不能仅依法人的意思自治而为之，应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向社会公开

以获得公信力。

宗教法人的解散分为任意解散和法定解散。任意解散即宗教法人以通过内部决议的方式自行解

散。〔19〕《宗教法人法》规定只有任意解散需要进行认证，法定解散无需认证。〔20〕根据《宗教法人法》

第 46 条，主管机关对于任意解散的认证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该解散是否遵循章程相关规定，在

章程无特别规定时，是否依照《宗教法人法》第 19 条（即在章程对议决规则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宗

教法人的事务由责任人总人数的过半数通过决议，各责任人享有相同的表决权）的规定；二是在申请

认证前两个月内是否向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告解散决议的内容；三是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在

前述时间内提出异议的，宗教法人是否充分考虑该异议，是否再次讨论是否继续解散程序。

三、宗教法人认证的程序问题

日本宗教法人认证的程序问题包括认证的机关、审查规则、认证程序及救济、认证的效力以及认

证的撤销，《宗教法人法》不仅规定周详可行，而且严格遵循了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原则。

（一）认证的机关

 认证机关包括地方认证机关和中央认证机关，前者为地方行政长官即知事，后者为文部科学大

臣。为了限制行政部门的裁量权，又设立宗教法人审议会行使认证否决建议权，该会虽然设立于文部

科学省，并向文部科学大臣负责，但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故需单独进行讨论。

1. 地方知事与文部科学大臣

在认证管辖问题上，宗教组织依据自己的活动范围申请认证，仅在都、道、府、县范围内活动的宗

〔19〕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43 条。

〔20〕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44、45、46 条。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58

教团体向当地的长官申请认证；进行跨区域活动的宗教团体，应向其共同的地方长官申请认证，如果

所跨区域相当于我国省级区域时，则应当向文部科学大臣申请认证。

日本的省级行政区划是都、道、府、县，共有 1 都、1 道、2 府、43 县。按照法律规定，都、道、府、县

的境内的宗教法人由其行政长官知事管理，但实际上是通过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然而，许多县没有

专门管理宗教团体的机关和人员，配置专职部门及职员的只有东京、神奈川、爱知、兵库和京都等宗教

组织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地区大多都由“学事宗教股”职员兼管或由“私学股”“私立幼儿园股”的

职员代管。〔21〕

在中央，法律规定由文部科学省的最高长官文部科学大臣总领包括宗教认证事务在内的国家宗

教事务，但具体宗教事务皆由内设于文部科学省的文化厅宗务课办理。与地方主管部门相比，文部科

学省宗务课配备职员“稍多”，但实际上也是捉襟见肘，例如 1995 年 9 月，即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

毒气案件发生半年后，在全国上下强烈要求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声浪中，才配备了区区 9 人。〔22〕

2. 宗教法人审议会

按照《宗教法人法》第 71 条规定，宗教法人审议会是文部科学省设置于文化厅内的咨询机构，接

受文部科学大臣的咨询，对有关宗教法人的认证和该法规定的其他事项进行调查审议，向文部大臣提

出建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是与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相配套的制度。〔23〕当文部科学大臣对于认证

申请做出不予认证的决定以及对认证撤销申请和认证撤销异议做出裁决之前，必须向宗教法人审议

会进行咨询并听取其意见，地方主管机关如果要做出上述决定或裁决，也要通过文部科学大臣向宗教

法人审议会进行咨询，〔24〕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认证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的

宗教自由。同时，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也贯彻了认证制度的政教分离精神，宗教法人审议会在对文部

科学大臣提出的认证事项进行讨论时，亦只从宗教的世俗层面着手，不对宗教的信仰、习惯、内部仪轨

进行干涉，〔25〕从而避免了宗教法人审议会干涉教务的风险。

宗教法人审议会进行审议决策时采用多数决原则，实行实名投票制，但当难以形成多数意见时会

将分歧意见一并记下。〔26〕宗教法人审议会追求决策的公开透明，人员变动、会议议程等重大事项，都

在文化厅的官方网站与《宗务时报》上进行公告。宗教法人审议会由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的委员组成，

委员一般由宗教专家和具有丰富宗教学识的人担任，同时兼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地域性，从而保证了审

议工作的中立性和权威性。〔27〕

（二）认证过程

无论是设立认证还是变更、解散认证在程序上都极为相似，都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

几个步骤，只是在期限上有细微的差别。

按照《宗教法人法》规定，宗教团体（法人）应于备齐申请材料后，向其主要事务所所在地的主管

〔21〕　参见朱琳：《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及其启示》，西南政法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0 页。

〔22〕　参见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6 页。

〔23〕　参见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下）》，载《法音》2001 年第 12 期，第 33 页。

〔24〕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14、28、39、46、80 条。

〔25〕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71 条。

〔26〕　細野助博「審議会型政策形成と情報公開の意義 --「決定の質」の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研究』3 巻（2003 年）第 58 頁。

〔27〕　如 2000 年 4 月 1 日组成的日本第 24 届宗教法人审议会有 20 位委员，其中有 9 名宗教家、7 名大学教授、1 名大学校长、1
名律师、1 名公立学校负责人、1 名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所长。参见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窥（下）》，载《法音》2001 年第 12 期，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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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申请认证。接到申请后，主管部门应当向申请者发出《接受认证材料清单》，然后审查提交的材料

是否完整，如果完整就应当受理该认证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受理日期。一般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

内（各地审查时限有差异，如爱知县是 45 日）主管部门必须做出认证或不予认证的决定。〔28〕主管部

门做出不予认证的决定之前，文部科学大臣和地方主管部门必须听取宗教法人审议会的意见。主管

部门如果做出予以认证的决定，则应当向申请人送达认证书及附有认可字样的章程；如果做出不予认

证的决定时，则应将附有不予认证事由的书面材料送达给申请人。

（三）审查规则

审查规则是指认证主管部门对宗教团体提出的认证申请进行审查的范围、程度以及方式方法，可

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种模式。形式审查仅审查申请资料是否齐全以及形式上是否合法。实

质审查则是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对于申请文件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从《宗教法人

法》来看，第 14 条仅规定主管机关在申请具备法定要件时即应予认证，在不具备法定条件时，则不予

认证，并未明确采取何种审查规则。就认证的事项来说，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形式审查即可，但

在审查信徒以及宗教设施是否真实存在、章程内容是否违反法律以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就有必要进

行实质性审查。

在相关判例中，实质审查的合法性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日本最高法院在某一判决中原则上

支持了形式审查主义，但也指出，在主管部门认为待证事项是否真实存有疑问时以及判断章程是否合

法时，可以例外地依职权主动采取实质性审查措施。〔29〕但在认证程序严格化以后，实质审查从例外

渐渐成为常态，对其影响，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四）认证的效力

宗教法人认证的效力是指认证申请获得认证之后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根据《宗教法人法》的

规定，〔30〕宗教法人进行登记时必须向登记机关（即各级法务局）提交认证书的副本及登记机关所要求

的其他文书，登记机关仅对其进行形式审查，只要文书齐全并具备合法形式，登记机关即予登记，宗教

法人即可宣告成立、变更或消灭。因此，认证是登记的主要依据。登记的效力包括对宗教法人设立、

变更和解散行为的确认力、公信力和对抗力，相应地，认证也就间接地具有了这些效力。除了这些间

接效力之外，认证还具有独立的直接的确认力、公信力和对抗力。

为了确保认证的公信力，《宗教法人法》还明确规定了事前的公告制度和事后的认证责任制度。

公告制度要求在进行任何一项认证之前都要进行公告，通过适当的方式告知信徒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认证责任制度则规定宗教团体（法人）提供虚假认证申请材料时，应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十万日元以下

的罚款。

（五）认证的撤销

按照《宗教法人法》，主管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撤销以前的瑕疵认证。第 80 条规定，宗教法人

按照第 14 条第 1 款（关于宗教法人成立）或第 39 条第 1 款（关于宗教法人合并）的规定获得认证后，

但该项认证缺乏第 14 条第 1 款第 1 项或第 39 条第 1 款第 3 项所规定的条件时，主管部门可以在交

〔28〕　参见朱琳：《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及其启示》，西南政法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4 页。

〔29〕　参见最判昭 41•3•31、訟月 12•5•669，转引自平野武「宗教法人の認証の厳格化について」，『龍谷法学』44 巻 3 号（2011 年

12 月）第 653-654 頁。

〔30〕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15、41、56、57 条。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60

付认证书的一年以内撤销该项认证。可见，只有瑕疵认证才可以撤销，〔31〕即主管部门事后发现某一

团体在申请认证时并不具备宗教法人的特征，其章程不符合《宗教法人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或者

其设立程序不符合《宗教法人法》第 12 条的规定时，以及宗教法人新设合并时新成立的团体具备前

三种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才可以依职权或第三人的申请撤销该项认证。

主管部门应将撤销通知书送达被撤销宗教法人，告知其撤销事由。收到通知书后，宗教法人有权

申请举行撤销认证听证会，其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及其辅助人员有权出席听证会，并陈述意见或提出

异议。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申请撤销宗教法人的认证或被撤销宗教法人对撤销认证提出异议时，除非

该撤销请求或异议申述撤回，否则中央主管部门必须在听取宗教法人审议会的意见后才能做出决议，

各地方主管部门亦应通过文部科学大臣向宗教法人审议会进行咨询。主管部门必须在四个月以内对

上述审查请求及异议申述做出裁决或决定。〔32〕如果不服该裁决，则只有提出撤销申请的第三人或撤

销程序中提出异议的宗教法人方可提起行政诉讼。〔33〕若该宗教法人确实不满足《宗教法人法》第 14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宗教法人设立条件而又超过一年以上时，主管部门的撤销权即应丧失，此时，主管

部门只能向法院申请，法院依职权或检察官的要求解散该宗教法人。〔34〕主管部门依法做出了撤销认

证的决议时，必须通知该宗教法人到主要事务所所在地及从属事务所所在地的登记机关办理解散

登记。

此外，主管部门在撤销认证时发现宗教团体（法人）提供虚假认证申请材料时，应对该宗教团体

（法人）的代表人及其代理人处以十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六）不予认证的救济

《宗教法人法》对于认证过程中的救济非常重视，不仅规定了事后的救济，还规定了事中的救济。

该法规定，主管部门在设立认证、变更认证、合并认证以及解散认证过程中做出不予认证的决定前，应

该给予提出申请的宗教团体（法人）解释陈述的机会，在做出陈述解释后依然不予认证的话，需要将附

有不予认证事由的书面材料送达给该宗教团体（法人）。此外，前述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也可以视为

一种事中的救济措施。

事后救济则是，宗教团体（法人）不服主管部门的认证决定时，可依《行政程序法》对主管部门提

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除了上述事中和事后救济，笔者认为，最基础最有效的救济来自于登记自由原则。《宗教法人法》

第 4 条规定，宗教团体可以认证、登记为宗教法人，即法律允许宗教团体不认证、登记为法人，不申请

认证也仍然是合法的宗教团体，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同理，虽然申请认证但未获成功者也

一样是合法宗教团体，除非该团体因触犯其他法律而被取缔。未认证宗教团体按照民法的规定，可以

作为无权利能力社团以自己的名义自由地参与民事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为避免其遭受不利，在法

律上亦将其视为宗教法人予以对待。〔35〕可见《宗教法人法》对于宗教自由的维护和宗教组织的尊重。

〔31〕　如果宗教团体（法人）认证时符合认证条件，而事后认证条件不足时，则不能适用认证撤销，而应适用强制解散，由主管部

门、利害关系人、检察官提请法院或法院依职权强制解散。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44、81 条。

〔32〕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80 条。

〔33〕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87 条。

〔34〕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81 条。

〔35〕　参见林本炫：《宗教法的国际比较研究》，载瞿海源主编：《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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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其严格化

（一）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

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有效地贯彻了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准则主义、以形式审

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规则、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极大地限

制了主管部门自由裁量权，使得主管部门虽然在法理上可以做出不予认证的决定，但实践中这种决定

概率很低，因此，《宗教法人法》实施之后，新型宗教法人的设立势头仍然有增无减。日本宗教法人认

证制度与整个宗教法人制度一起，契合了战后自由民主潮流，同时在社会秩序保障方面也没有发生明

显不适应的问题，因此，《宗教法人法》自施行之日，历经四十余年，内容基本未做较大修订。〔36〕

但由于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社会形势较《宗教法人法》制订之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宗教组

织越来越倾向于世俗化，宗教活动与经济活动乃至政治活动的区分日渐模糊，〔37〕在这种背景下，认证

制度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由于成为法人后宗教团体便可以享有较欧美还要优厚的税收优

惠待遇，事后监督又非常薄弱，许多获得认证的宗教法人的营利性冲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 1960
年代后期到 1980 年代蓬勃发展的所谓新兴宗教运动中，〔38〕出现了许多称为“新 • 新宗教”“小小神明”

的宗教团体，往往是一些以教主为中心的灵术团体，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和神秘色彩，它们虽然进行宗

教活动，然而其吸收信徒的方法和资金的获得，许多都是通过“灵感商法”和“灵视商法”这些精神胁

迫手段进行的。〔39〕

其次，还有很多本身并不从事宗教活动的营利性组织也伪装改造后得以认证、登记为宗教法人，

它们很少或者根本就不从事宗教活动，因而成了所谓的“不活动宗教法人”或“休眠法人”——即一

年以上没有从事实现其主要目的活动的宗教法人。〔40〕这些法人并非真的“不活动”，实际上背地里却

进行大量违法犯罪活动，其中有的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生产经营，有的倒卖转卖宗教法人的墓地经营

资质和税收优惠资质，有的借宗教法人的外衣作掩护专门经营墓地，有的甚至雇佣留学生假扮成僧人

的模样化缘敛财。这些休眠法人为数极多，使得强制其解散成了宗教法人审议会及各级主管部门的

常规性工作。

再次，还有一些宗教团体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的甚至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团体。如在 1996
年极力反对修订《宗教法人法》的新进党与宗教组织创价学会关系密切，而创立于 1937 年的创价学

会本身可以说既是宗教团体也是政治组织。〔41〕认证制度本身是一种过滤机制，其初衷本是使“真正”

的宗教组织得到《宗教法人法》的保护，从而使非宗教组织得由其他专门法律规制，而宗教组织与政

治组织界限的模糊则在一定意义上使这一目的落空。此外，宗教与政治的混淆还导致《宗教法人法》

的修订成了党派利益争夺的战场，各方难以客观中立的立场进行冷静思考。

〔36〕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一次较大的修订是 1995 年 12 月，当年 3 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37〕　参见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5 页。

〔38〕　参见林本炫：《新兴宗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学意涵》，载《世界宗教学刊》2004 年第 3 期，第 3 页。

〔39〕　参见金勋：《现代日本的新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 页；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5-326 页。 
〔40〕　参见平野武「宗教法人の認証の厳格化について」，『龍谷法学』44 巻 3 号（2011 年 12 月）第 639 頁。

〔41〕　参见金勋：《现代日本的新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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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宗教法人经常进行暴力犯罪行为，最严重的是许多宗教组织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或反

社会组织。如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宗教法人“法友会”的教主，曾对男信徒施虐致死。爱知县的宗教法

人“和德教会”则是黑社会团体所组建，本是为了规避《暴力团体对策法》的制裁而利用宗教法人所

掩护，完全没有实际的宗教活动。〔42〕而宗教法人奥姆真理教则先是大肆敛财，后又进军政界，失败后

仇视社会，积极制造武器和毒气，于 1995 年 3 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

12 人丧生，5500 人受伤，许多受害人终身残疾，引起日本民众对于宗教组织的极大疑惧和对宗教法制

的强烈不满，终于促使日本政府于该年 12 月对《宗教法人法》进行了大幅修订。〔43〕

（二）宗教法人认证严格化的表现

不过，这次修订的重心并不在于认证制度，主要是强化了事后监督和信息公开，〔44〕从法条上来

看，涉及认证制度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主管部门的管辖上，修订后的第 5 条规定，在两个以上的都道

府县境内有礼拜设施或者有被包括法人的宗教法人由分属当地主管部门管辖全部改归文部大臣管

辖。〔45〕当然，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强化事后的监督，避免各地方分头监管的不力，并非意味着认证

上的严格化。但是，从此后的认证实践来看，认证审查在事实上越来越严苛。

首先，就审查事项上来说，1997 年 2 月 5 日文化厅发布的《关于宗教法人认证的审查基准（留意

事项）》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认证要件。全国认证工作都必须符合该《审查基准》，各都道府县也必须在

该框架内制定各自的审查基准。《审查基准》增加的事项之一就是关于信徒的规定，其数量至少要在

50 至 100 名左右，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该额度内确定具体人数，必要时还可以要求申请者提供

信徒的具体住址，以便核查。〔46〕

另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过去三年活动实绩，前述《审查基准》中首次提出了截止到申请认证之日

三年以来活动实绩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为宗教法人设立时进行章程认证的条件。〔47〕证明三年活动实

绩的证明材料包括三年来的会议记录、所进行宗教活动的记录和照片以及所有收支预算书和决算书。

其次，主管部门还增加了综合性裁量因素——宗教法人的永续性，要求主管部门在进行认证时还

要考察该宗教团体是否具有宗教法人的永续性。宗教法人的永续性即该宗教团体成为宗教法人后有

持续运转的能力，不至于成立不久就宣告解散。对宗教团体永续性的判断往往比较抽象、复杂，需要

综合考察诸如该宗教团体的礼拜设施容易灭失，该宗教团体住持、教师没有后继者，该宗教团体的财

产已经被抵押等有可能影响该法人永续性的因素，永续性判断无异于将后来解散的事由变成认证事

由，使得主管部门享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宗教团体而言，无疑增加了认证的难度。

最后，就审查方式而言，文部省文化厅发给各都道府县知事的《关于宗教法人认证事务的通知》

更加强调实质审查。《通知》要求各主管部门在进行认证时，对于申请者宗教团体的礼拜设施，可以到

〔42〕　参见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5-46 页。

〔43〕　棚村政行「宗教法人法をこう変えよう」，『諸君』27 巻 10 号（1995 年 10 月）第 147 頁。

〔44〕　具体修订内容包括：（1）跨都道府县活动的宗教法人皆归文部大臣管辖；（2）宗教法人应每年定期向主管部门提交干部名

册、财产目录、收支决算表等文件；（3）宗教法人应向其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开上述文件；（4）主管部门有权要求宗教法人对其业务

问题进行汇报，其职员有权就宗教法人的业务提出质疑。（5）宗教法人审议会委员增加至 20 人。参见棚村政行「宗教法人法をこう

変えよう」，『諸君』27 巻 10 号（1995 年 10 月）第 150-160 頁；小岛和夫「宗教法人法の一部改正法をめぐる論議」，『中央学院大学法

学論叢』9 巻 2 号（1996 年 3 月）第 21-22 頁。

〔45〕　参见《宗教法人法》第 5 条。

〔46〕　参见 [ 日 ] 雨宫真也：《日本“宗教法人”之现状》，载《佛学》2008 年第 5 期，第 352 页。

〔47〕　「認証制度の意味を問う」，『中外日報』2012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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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进行调查确认；对于宗教团体信徒及人数可以采取合适的方法确认。在该《通知》以前，主管部

门一般是根据该团体关于礼拜设施、财产的申报证书材料以及附加照片来认证审查。

总之，从近几年宗教法人的成立来看，认证条件的抽象化、综合化以及审查方法的实质化使得认

证制度越来越等同于行政许可制度，宗教法人的认证变得异常困难，许多宗教团体将认证视为畏途，

往往只好以公益法人的形式登记后，再从事宗教活动。〔48〕

（三）日本各界对于宗教法人认证严格化的态度

对于认证制度的严格化，各界反应不一。宗教界基本上持反对立场，如京都佛教会等宗教团体曾

就该问题对文化厅进行抗议。但是由于媒体对宗教法人的丑闻及违法行为的大量报道，使得普通民

众默许、认可了设立认证的严格化，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政界的立场，其中甚至有政要想借现政府修

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之机，修改宪法关于政教分离原则的规定。因此，宗教界的反对与媒体、民众

以及政界的支持相比，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49〕

而在学界，有人激烈反对，也有人基本支持。前者如平野武认为认证的严格化违背了宪法上的宗

教自由原则，其中三年绩效考察及受理迟延违反了法治原则，永续性判断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同

时，以认证严格化达到杜绝偷漏税行为、消除休眠法人的目的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饮鸩止渴。〔50〕后

者如电气通信大学的西尾幹二教授就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宗教法人法》扩大实质审查的范围，提高宗

教团体获得法人资格的门槛。〔51〕实际上，在认证严格化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见来

自于日本法院。在涉及政教分离的司法判例上，最高法院采取了“目的效果论”立场，即国家（具体而

言是宗教行政部门）即便涉及宗教圣神领域，但只要该种涉及、关联的目的是世俗的，无论其效果是对

宗教进行援助、助长和促进抑或是压迫和干涉，只要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即被允许。〔52〕这一立场弱

化了圣俗分离原则，实际上默许了宗教认证上的严格化。

（四）对宗教法人认证严格化的评析

在笔者看来，日本宗教认证的严格化有其必然性，至少其得到了日本民众、政界乃至法院在某种

程度上的默认，而且某些具体措施也有其必要性，如将信徒人数和成立年限等增加为认证条件，但诚

如上文平野武教授的批评，认证严格化本身有许多颇需检讨之处。

首先，某些条件如三年绩效考察在实际操作中过于严酷，永续性考察这种综合性、抽象性条件则

使主管部门有了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宗教自由原则构成潜在的威胁。

其次，在没有修改《宗教法人法》相关条文之前，某些严格化措施如信徒人数、三年绩效、永续性

考察等都缺乏法律依据，而受理迟延虽然不明显违反《宗教法人法》，但却明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

第 7 条，〔53〕从行政法角度来说，这些措施明显违背了法治原则，甚至有违宪之嫌。

再次，认证严格化的某些措施和目标还可能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永续性审查使得国家有可能更

多地介入到宗教内部事务之中，难免有政教不分之嫌，而严格化的目标之一——减少宗教团体特别是

〔48〕　平野武「宗教法人の認証の厳格化について」，『龍谷法学』44 巻 3 号（2011 年 12 月）第 654 頁。

〔49〕　「宗務行政の変化と「認証」制度の危機」，『中外日報』2014 年 3 月 8 日。

〔50〕　平野武「宗教法人の認証の厳格化について」，『龍谷法学』44 巻 3 号（2011 年 12 月）第 655-666 頁。

〔51〕　参见陈俦美：《日本宗教法人法修订的分析》，载《问题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7 页。

〔52〕　宮本栄三「信教の自由と政教分離をめぐる諸問題——立憲主義の尺度抗議的概念としての政教分離」，『国士館法学』

26 号（1996 年）第 204 頁。

〔53〕　该条规定：“当申请到达其事务所时，行政厅必须立即开始审查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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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法人的数量——也同样存在这种倾向。因为按照政教分离原则，国家不应操心宗教团体的数量，

更无权进行所谓的总量限制。

最后，严格化中的许多政策目标无疑是认证制度不能承受之重。实际上，认证制度不能包治所有

宗教乱象，要从根本上减少宗教乱象，主要应当依靠强化事后监管而非提高准入门槛。认证制度严格

化的最初动机在于减少偷漏税行为、消除休眠法人、防止休眠法人被倒卖。但这些事项本身都属于事

后监管的范围，依靠认证严格化这一事先规制手段根本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规制偷漏税行为应当从

税收制度改革入手，减少休眠法人则应立足于宗教法人解散制度改革；而通过认证严格化达到休眠法

人被倒卖的问题则更无异于饮鸩止渴，认证的严格化使那些本欲自行解散的不活动宗教法人一方面

感到宗教法人资格奇货可居，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解散，重获认证将十分困难，从而选择维持现状，使

得休眠法人的数量不降反升。

五、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启示

与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相比，我国宗教法人制度不仅很不健全，而且管制意识十分浓厚。《宗教事

务条例》及《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将我国宗教组织分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前

者必须为法人，后者则根本无法成为法人，现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只是确定其宗教合法性的行政登

记，在民法上充其量仅能取得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审查程序极为繁复，设立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

所要经过双重甚至三重行政许可、二到四次实质性行政审查方能获得登记。〔54〕在审查规则上，对绝

大多数申请资料采取实质性审查方式，同时审查标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这无疑赋予了主管部

门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救济措施不健全，虽然我国建立了事后救济机制，但事中救济程序却仍然付

诸阙如，影响了登记申请过程中的沟通和效率。而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相关条文来

看，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反而有些方面还更趋严重。

从表面上来看，日本宗教法人设立制度似乎也是双重许可、双重审查，但实际上与我国行政许可

和审查制度有着本质不同。首先，日本宗教法人未如我国一样将宗教组织分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

场所并采取不同的设立制度，而是一并纳入统一的法人认证和登记体制之下。其次，两国的审批行为

是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日本认证机关的认证行为本身乃是行政确认行为，并非行政许可行为。同

时，认证过程实行准则主义，审查方法虽然也采实质审查，但总体而言以形式审查为主，并受到宗教法

人审议会的制衡，登记机关的审查则完全是形式审查。而我国无论是主管机关的审批还是登记机关

的审查都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主义和实质审查主义。再次，日本的登记申请都是自愿的，不申请登记，

也是合法的宗教团体，也可以宗教组织的身份自由地参与民事法律关系。而在我国，登记申请却是强

制的，未经审查登记，宗教组织就是非法组织，应当予以取缔。最后，认证审查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日

本召开筹备会议、制定章程、选举法人机关等筹备行为无需事前审查。但我国如果没有业务主管部门

的设立批准和登记部门的筹备批准，筹备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也在取缔之列。总之，日本宗教法人

认证制度乃是现代宪政体制中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政教分离原则的具体体现，值得我国加以总

结借鉴。

〔54〕　参见《宗教事务条例》第 6、13、15 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3、9 条以及《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 6、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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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崇玉　日本的宗教法人认证制度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日本经验：从立法思路上来说，借制定《民法总则》和修订《宗教事务条

例》之机，〔55〕确立健全宗教法人制度，完善宗教财产权制度，应当是比较妥当可行的方案。从立法宗

旨上来说，明确整个宗教法人设立制度的宗旨在于实现宗教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实行登记

自由原则和法治原则。从立法技术方面来说，规则设计应当周详全面，具有可操作性。从具体制度设

计而言，应当改革现行双重许可制为宗教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 + 民政部门的登记制；行政确认和登记

审查的范围实行准则主义；确认审查应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登记审查则完全为形式审查；

设计类似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有效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完善宗教法人变更、解散制度，强化事后监

督；建立健全事中和事后救济程序。

当然，日本宗教法人认证制度的严格化也提示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准入条件与事后监督的关系，

应主要以事后监督和追责体系实现对相关违法行为的规制，以提高准入门槛作为主要规制手段乃是

一种惰政的表现。同时还应考虑将法人人格与税收优惠等特权脱钩，虽然理论上来说将法人人格与

税收优惠捆绑在一起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审批次数，但从认证的严格化实践来看，这种优点并未充分发

挥。因此，可以考虑将税收优惠资格审查单列，避免其相对更加严格的审查条件“连累”法人资格的

获得，从根本上来说，法人资格是一种生存性、普遍性权利，而税收优惠是一种发展性、特殊性权利，二

者不应适用同样的审查标准。

（责任编辑：马长山）

〔55〕　有学者已经呼吁制定综合性的《宗教法》，但该方案在目前具有一定难度。参见刘澎：《中国需要宗教法（上、下）》，载《领

导者》2012 年第 3、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