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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的准绳： “莱蒙法则 ” 的前世今生
李松锋

*

内容提要：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设立宗教，以确保政教分离。1971 年，最高法院在莱蒙
诉库茨曼案中，总结过往审判经验，将政教分离的判决标准确定为三条： 政府立法须具有世俗目的，产生世俗
效果，且不得导致政府与宗教之间有过度纠葛，即所谓的 “莱蒙法则”。在接下来的至少 20 年中， “莱蒙法则”
成为美国政教关系领域的主导性司法理论。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莱蒙法则” 的三条标准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变革，以应对社会生活中复杂的政教关系问题。今天，“莱蒙法则” 的光环在逐渐褪去，有关修正甚至废除
“莱蒙法则” 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由于未能提炼出替代性的判断标准， “莱蒙法则” 即便饱受争议，但至今仍是
美国判定政教分离的重要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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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 简称为 “宗教
条款” （ Ｒeligion Clause） 。其中 “不得制定法律设立宗教 ” 被称为 “立教条款 ” 或 “设立条款 ”
（ Establishment Clause） 。“不得制定法律……禁止信教自由 ” 被称为 “宗教自由条款 ” 抑或 “自
由实践条款” （ Free Exercise Clause） 。这两个条款分别蕴含了不同的价值理念， “设立条款 ” 表
〔1 〕
明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条款” 确保个人在宗教事务上的自由选择 。
两个条款合力保障公民个
〔
2
〕
人的宗教自由。

“宗教条款” 是美国最高法院史上涉案最多，争议最大的条款， 当然也由此积累了大量司法
理论，为政教分离的判定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 。 其中， 最高法院在 1971 年莱蒙诉库茨曼案中
提出的 “莱蒙法则” 以其客观具体的外形成为政教关系领域最受瞩目的司法理论。 在相当一段
时期内，“莱蒙法则” 成为美国政教关系领域的 “定海神针 ”， 并被我国法学研究者广泛介绍和
〔3 〕
援引。

遗憾的是，尽管这三条标准早已为国人熟知，但对该标准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该理论的具体
含义 （ 特别是其局限性） 和现实应用， 则鲜有论述和研究。 除有关美国宪法的著述中简单提及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1 〕Eriwn Chemerinsky，Constitutional Law： Principles And Policies，Third Edition，Aspen Law ＆ Business 2009，p. 1665.
〔 2 〕Laurence H. Tribe，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Second Edition，Foundation Press 1988，p. 1154 － 1157.

——从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说起》， 《法学》2005 年第 6 期，
〔 3 〕参见郭延军： 《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
第 11 － 19 页； 韩大元： 《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法学》2005 年第 10 期，第 3 － 8 页； 童之伟整理： 《地方政府投资
宗教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三亚南山观音圣像建设与政教关系学术座谈会纪要》，《法学》2005 年第 11 期，第 13 －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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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莱蒙法则” 外，
有陆幸福的 《莱蒙检验》 （ 以下简称 “陆文”） 专文引介该法则。
但对于
一项司法原则的引介来说，“陆文” 还略显单薄。首先， “陆文” 淡化了 “莱蒙法则 ” 诞生前的

理论储备，容易被误认为是某 （ 些） 个大法官突发奇想，凭空 “创造 ”。 其次， “陆文 ” 忽视了
“莱蒙法则” 的确立过程，似乎随着大法官写出莱蒙判决，“莱蒙法则” 便一槌定音。再次，“陆
文” 并未阐释 “莱蒙法则” 的具体含义。有关 “莱蒙法则” 的具体适用还需进一步阐释。 最后，
“陆文” 也简化了 “莱蒙法则” 面临的争议和质疑。 总之， 尽管 “陆文 ” 最早且较为全面地展
示了 “莱蒙法则” 的基本内容，但对于政教关系的研究来说， 该理论仍需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本文在 “陆文” 的基础上，整理 “莱蒙法则 ” 的诞生过程和发展演变， 针对这条具体的司法标
准寻幽探微，希望能对我国法律视角下的政教关系研究提供知识借鉴和思想启发 。

一、“莱蒙法则” 诞生前的理论发展
在美国，“莱蒙法则” 并非横空出世的创举， 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 “临门一脚 ”。 美国宪
法制定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最高法院并未就政教关系问题作出具体判决。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
埃弗逊诉教育委员会案才开启了政教关系领域的现代历程 。 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受理有关 “设
立条款” 的案件，并借助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将其适用于各州。 从此， 关于政教分离的纠纷便
纷至沓来，令最高法院应接不暇。
埃弗逊诉教育委员会案涉及州政府资助学生上学的交通费 。不管送孩子上公立学校还是教会
学校，家长都可获得这份资助。有纳税人认为，用公共财政资助学生上教会学校，帮助了宗教发
展。布莱克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尽管支持了该项政策 ， 但明确阐述了所谓的 “不得资助宗教 ”
标准。“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 …… 不得制定法律帮助某种宗教，也不得制定法律帮助所有
〔6 〕
宗教，不得在宗教间挑肥拣瘦”。
这种解释要求政府在各宗教以及宗教与非宗教间保持中立，
实质上已经蕴含了政府立法的世俗目的 ，为后来的 “莱蒙法则” 奠定了基础。

埃弗逊案之后的 15 年间， 最高法院又受理了两个有关 “设立条款 ” 的案件。 一个是 1948
〔7 〕
〔8 〕
年的麦克伦姆诉教育委员会案，
另一个是 1952 年的佐拉克诉克劳森案。
两个案件都是关
于学校专门腾出时间供学生进行宗教学习或崇拜活动 。虽然法院基于具体案情，得出了截然相反
的结论，但法院的判决依然为未来的 “莱蒙法则 ” 埋下了伏笔。 特别是， 最高法院在麦克伦姆
案中指出，“第一修正案依据的前提是，政府与宗教互不干涉，彼此尊重各自的管辖领域， 才能
最好地实现各自的追求”。从中似乎可以嗅到 “莱蒙法则” 中有关 “过度纠葛” 的味道。
尽管最高法院一开始适用 “设立条款 ” 就为 “莱蒙法则 ” 奠定了基础， 但 “莱蒙法则 ” 的
真正起步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本文接下来予以详述。
（ 一） 世俗目的论的诞生： 麦高恩诉马里兰州案
最高法院在 1961 年的麦高恩诉马里兰州案中初步提出 ，依据 “设立条款 ” 审查政府立法行
为时，要审查立法行为是否具有世俗目的 。案件涉及马里兰州的 “星期天歇业法 ”。 法院承认该
〔 4 〕参见张千帆： 《西方宪政体系 （ 上册美国宪法） 》 （ 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张千帆： 《宪法学导论：

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2 页。
——美国司法处理政教分离案件的一个标准》，《当代法学》2006 年第 6 期，第 141
〔 5 〕陆幸福： 《莱蒙检验 （ Lemon Test） —
－ 146 页。以下引自 “陆文” 的内容，均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此外还有，余婷： 《莱蒙准则和政教分离》， 《中山大学法
律评论》 第 13 卷第 3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1 － 161 页。该文从政教分离的角度审视了 “莱蒙法则” 的适
用情况。
〔 6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330 U. S. 1，15 （ 1947） .
〔 7 〕McCollum v. Board of Education，333 U. S. 203，（ 1948） .
〔 8 〕Zorach v. Clauson，343 U. S. 30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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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初是为了确保周日的教堂礼拜 。但又表示，不能因为政府行为的目的或效果碰巧与某些宗教
信条相一致，就予以禁止。 “这种法律为所有公民提供了统一的休息日。这一天是星期天， 对于
基督教的主流教派来说非常重要 ，但这种事实并不妨碍政府实现其世俗目的 ……仅仅因为几百年
前，这些法律源自宗教，就禁止将星期天作为休息日，这种宪法解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而不仅
〔9 〕
仅是追求政教分离”。
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却伯 （ Laurence H. Tribe） 教授在分析这一点时， 曾举例调侃说： “因
〔10〕
因
为禁止杀人是摩西十诫的第五条 ，所以法律不能禁止杀人”，否则就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

此，法院对 “世俗” 的界定必然是宽泛的， 且主要从立法目的考虑， 而不能仅仅因为这种行为
源自宗教，或效果上与某种宗教要求契合，就否认政府的世俗目的。倘若如此，政府将无所作为。
（ 二） 世俗效果论的雏形：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
麦高恩案只是提出了世俗目的论， 并未将其确立为政教关系领域的主要审查标准。1962 年
〔11〕
的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便转向对效果的审查 。
该案中， 公立学校要求每天上课前要有祈祷，
老师也需参加，并且是诵读由教育管理部门指定的祷告词 。 最高法院追溯到了 16 世纪以来的历
史，解释了政教分离的重要性：
“我们曾经设立有官方教会，就是英国的圣公会。所有洗礼和结婚都必须在那里进行。 这个
教会由税收供养。在这种情况下，和其它教派相比，圣公会受到了极大的优惠。第一修正案终结
了这种做法，任何教会都不能享有优惠。不能用税收支持任何教会，也不能借世俗权力对任何宗
教仪式、教义或习俗给予制裁。”
法院认为，“设立条款 ” 的含义就是不能用税收支持宗教， 也不能动用世俗权力制裁宗教。
从中可以看出，法院已经从主观目的判断转向对客观效果的审查 。毕竟，立法目的难以测透，而
客观效果更具有实际意义。恩格尔案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政府立法的世俗效果 ，但言外之意已经表
明，政府立法不能导致支持宗教或压制宗教的效果 。
（ 三） 目的 + 效果二元论： 阿宾顿校区诉申普案
恩格尔案判决一年后， 法院受理了阿宾顿校区诉申普案。 在该案中， 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规
定，公立学校每天上课前，至少阅读 10 节圣经经文， 但可以不评论。 法院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
个人权利，违反了 “设立条款”。在该案中，法院明确了恩格尔案中隐约显现的世俗效果论 。
“在过去的年月中，本院多次分析过设立条款，…… 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 制定立法的目的
和主要效果是什么？ 如果立法目的或主要效果是促进或压制宗教 ，那么，这种规定就超越了宪法
划定的立法权。就是说，要想经受设立条款的审查，就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并且，立法产
〔12〕
生的主要效果既不能促进宗教，也不能压制宗教。”
这段解释清晰展示了大法官们的审查标准， 即立法目的和主要效果。 这是 “设立条款 ” 司
法史上的飞跃，从此前的一元论审查标准，上升到立法目的和实施效果的二元论标准 。
（ 四） 过度纠葛标准的浮现： 沃尔兹诉税收委员会案
申普案提出的二元审查标准经艾普森案〔13〕运用之后， 得以巩固。 但现实生活永远是促生理
论发展的源动力，丰富多彩的案件不断激发并挑战着大法官们的智慧。1970 年的沃尔兹诉税收
委员会案，最高法院再度扩展了此前确立的二元审查标准 ，将主要效果论进行二分，不仅要求政
府立法在主要效果上既不促进宗教 ，也不压制宗教。而且，要求政府立法不能导致政府与宗教之
〔 9 〕McGowan v. Maryland，366 U. S. 420，445 （ 1961） .
〔10〕前引 ［2］，Tribe 书，第 1205 页。
〔11〕Engel v. Vitale，370 U. S. 421 （ 1962） .
〔12〕Abington v. Schempp，374 U. S. 203，222 （ 1963） .
〔13〕Epperson v. Arkansas，393 U. S. 97，107 － 109 （ 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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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过度纠葛。
沃尔兹案的起因是纽约州的宗教财产税收豁免法 。首席大法官伯格首先分析了税收豁免法的
立法目的，认为：

“该法并没有单独针对宗教组织的财产， 而是规定所有非营利组织， 包括医

院、图书馆、户外活动场所、历史、科学或爱国场地等，都享有税收豁免的优惠。” 接着， 大法
官指出： “审查了税收豁免的立法目的不是设立宗教，不是资助宗教，这还不够。 我们还要审查
〔14〕
这项立法的最终结果没有导致政府与宗教之间的过度纠葛 ”。

法院支持了纽约州的做法，不仅分析了税收豁免政策的立法目的 ，表明其 “既不帮助宗教，
也不限制宗教”。接着审查立法效果，提出 “这项立法的最终结果没有导致政府与宗教之间的过
度纠葛”。这是对实施效果的另一种解释，实质上增加了一条新标准，即不能导致政府与宗教间
的过度纠葛。
综上所述，20 世纪 60 年代，最高法院在政教关系领域进入了审查标准的探索期 。 上述案例
基本展现了最高法院政教关系法理学的变迁 。 直到 1970 年的沃尔兹案， 法院已经采取了三阶段
的审查标准： 目的、效果和过度纠葛。只是大法官们未能将其贯穿起来， 形成一条完整的法则。
至此，“设立条款” 法理学上影响深远的 “三标准” 理论已经呼之欲出，美国政教关系理论将正
式进入 “莱蒙法则” 时代。

二、“莱蒙法则” 的诞生及其适用
1971 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基于对过往判决的总结， 提炼了三项标准， 作为政教分离的准
绳。莱蒙案涉及两个州类似的立法，实际上是两个案件合并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法院的
判决理论。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 1968 年的 《私立中小学教育法 》， 该法允许州政府支付在教会
学校讲授世俗课程的老师薪水，并提供购买世俗科目教材和辅导资料所需的经费 。另一个是罗得
岛的 《薪水补助法》 规定州政府为教会学校补助 15% 的教师工资。 两部法律均被法院否决。 首
席大法官伯格撰写的法院意见表示 ：
有关政教关系的审查首先要考虑本院多年来累积的审查标准 。从过往的判例中可以提炼出三
条标准： 第一，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立法目的； 第二，立法的主要效果既不能促进宗教，也不能压
〔15〕
政府立法只要违反这三条标准
制宗教； 第三，法律绝不能促使 “政府与宗教间有过度纠葛”。

中的任何一条，就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 “设立条款”，不符合政教分离的要求。
〔16〕
尽
几乎与之同时，最高法院又在迪尔顿诉理查森案中重申了 “莱蒙法则 ” 的三条标准。

管在这个判决中，大法官们众说纷纭， 结论不一， 但都是运用 “莱蒙法则 ” 的三条标准在阐述
自己的观点。
连续三个判决运用同一司法理论， 加固了 “莱蒙法则 ” 的形成， 使其成为最高法院政教关
系领域的基本原则。 在接下来的至少 20 年间， “莱蒙法则 ” 成了政教关系领域主导性司法理
〔17〕
本部分讨论最高法院在适用这三条标准时所做的阐释 ， 下一部分梳理这三条标准在适用
论。

〔14〕Walz v. Tax Commission，397 U. S. 664，673 － 675 （ 1970） .
〔15〕Lemon v. Kurtzman，411 U. S. 192，613 （ 1971） .
〔16〕Tilton v. Ｒichardson，403 U. S. 672 （ 1971） .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最高法院判决了近 20 个涉及政教关系的案件，只有 3 个案件没有明确适用 “莱蒙法则”。但仍
〔17〕
沿用了 “莱蒙法则” 确立的分析框架，并 在 某 种 程度上为这三项标准做了新的阐释和发展。这三个案件分别是： Larson v.
Valente，456 U. S. 228 （ 1982） ； Marsh v. Chambers，463 U. S. 783 （ 1983） ； Lynch v. Donnelly，465 U. S. 668 （ 1984） . 除此之外，
直到 2005 年，最高法院还将 “莱蒙法则” 作为判决政教关系案件的主要依据，见 McCreary County v. ACLU of Kentucky，545
U. S. 844，866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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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的变化。
（ 一） 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目的
“莱蒙法则” 第一条标准是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目的。 “设立条款 ” 的核心是防止政府发展宗
教。所以，法院要审查政府行为或立法是否具有推动或妨碍宗教发展的目的 。任何具有此类目的
的立法，都可能被法院判为违宪。
实践中，除了前述的申普案和艾普森案，最高法院以涉案立法不具有世俗目的为由判其违宪
的案件主要有以下三个： 1980 年，肯塔基州立法要求在所有公立学校教室张贴 “十诫 ”， 被法院
〔18〕 1985
年，阿拉巴马州法律规定， 公立学校上课前
以 “不具有世俗立法目的” 为由判其无效。

要有一分钟的沉默时间，可用于默想或自愿进行祈祷，法院发现这种立法目的是想在公立学校重
新引入祈祷的规定，背后 “没有任何明确的世俗目的———事实上， 这部法律根本就不具有世俗
〔19〕 1987
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规定， 公立学校既要讲授进化论， 也要讲授
目的”，因此违宪。

创造论，法院认为 “创造论法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特定的宗教理论， 促进了宗教发展， 违反了
〔20〕
‘设立条款’”。

为通过 “世俗目的” 标准的审查， 政府必须明确阐述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且这个目的
必须是正当的、宪法上允许的、世俗的。用大法官的话说， “近些年来，我们特别关注涉诉行为
〔21〕
综观最高法院有关世俗目的的判决 ，可以发现两点： 第一，
是否具有 ‘支持’ 宗教的目的”。

立法目的必须是立法者内心真正的目的 ，而不是事后由律师揣测出来的目的。 虚假目的或托辞，
都无法满足这项要求。尽管法院通常会尊重政府陈述的世俗目的， 但要求这种目的必须是真诚
的，而不是虚假的借口。第二，世俗目的不排除与宗教目的相吻合 。如果政府行为碰巧与宗教宗
旨相吻合，则不受 “设立条款 ” 的影响。 世俗目的标准提醒政府， 在制定法律或依法行政时，
〔22〕
“对不属于全民共享的宗教理念和做法 ，不要给予支持”。
（ 二） 立法的主要效果既不能促进宗教 ，也不能压制宗教
“莱蒙法则” 第二项标准是政府立法的主要效果既不能促进宗教 ， 也不能压制宗教。 简言
之，主要效果也必须是世俗的。诚如伦奎斯特大法官所言： “在大多数 ‘设立条款 ’ 案件中， 最
〔23〕
这也是 “莱蒙法则 ” 三项标准中最重要的
难的是涉诉行为的主要效果是否能够得到许可 ”。
〔24〕
一项标准。

实际上，世俗效果标准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 。即便是最高法院依据这一标准所做的判决也
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根据 “莱蒙法则 ” 的适用情况， 还是可以从中理出一些重要因素，
作为判断行为效果的考量。结合过往案例，这些因素大概有以下五种：
第一，政府行为的受益范围。如果涉诉行为或立法的受益范围足够广泛 ，既有宗教信徒，也
有非宗教信徒，那么，法院就很可能认定涉诉行为的主要效果是世俗的 ，而非宗教的。用伦奎斯
特大法官的话说，“如果某个政府项目对非常广泛的公民群体提供中立的帮助，那这个项目就不
〔25〕
但是， 如果受益对象只是有限的个人或组织， 并且， 这些
应该受到 ‘设立条款’ 的质疑”。

个人或组织与宗教有关，法院就很可能认定这种行为或法律的主要效果是宗教的 。
〔18〕Stone v. Graham，449 U. S. 39 （ 1980） .
〔19〕Wallace v. Jaffree，472 U. S. 38 （ 1985） .
〔20〕Edwards v. Aguillard，482 U. S. 578 （ 1987） .
〔21〕County of Alleghency v. ACLU，109 S. Ct. 3086，3100 （ 1989） .
〔22〕前引 〔19〕，Wallace 案，第 75 页。
〔23〕Bowen v. Kendrick，108 S. Ct. 2562，2571 （ 1988） .
〔24〕Grand Ｒapids School District. V. Ball，473 U. S. 373 （ 1985） .
〔25〕Mueller v. Allen，463 U. S. 388，398 （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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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行为的直接受益对象。政府资助的直接对象是个人， 即便最终流入了教会组织，
都还能得到法院认可，但如果直接资助宗教组织，则构成违宪。在法院看来，政府资助个人，无
可厚非。至于个人如何选择，那是个人自由，政府不便干涉。因此，政府为孩子上学给家长提供
补助，即使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也是可以的，但政府直接补助教会学校，则不予许可。
第三，同样是受益对象，资助教会大学要比资助隶属于教会的中小学更容易得到法院支持。
原因大概有三： （ 1） 在最高法院眼中， 隶属于教会的中小学处处渗透着宗教因素， 而教会大学
〔26〕 （ 2）
基本都世俗化了。
中小学生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而大学生基本有了自己的独立
判断，并且，中小学生认识比较简单，政府资助隶属于教会的中小学，容易被学生们误以为政府

与教会关系密切。 （ 3） 普通公众对教会大学和教会中小学的认识不同 。 公众通常认为， 政府资
助教会大学，只是资助其非宗教活动，而资助隶属于教会的中小学则是对教会的资助 。因为私立
大学并不都是教会大学，而私立中小学则基本都是隶属于教会的中小学 。
第四，政府行为的发生地点。政府提供服务时，如果在教会学校之外，即便受众主要是教会
学校学生，也能得到法院认可，但如果在教会学校校园提供服务，则不易得到法院支持。因为法
院在判定政教关系时，更看重的是政府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而非政府与个人 （ 信徒或教会
学校学生） 之间的关系。
第五，公共资金的用途。动用公共资金资助涉及宗教组织的对象时 ，除了只能直接资助个人
之外，其用途还必须是世俗的或行政的 ，而非宗教的。所以，不能用公共资金资助教会学校策划
〔27〕
的考试和实地考查，但可以资助教会学校完成政府设定的内容 。
上述五点考量因素均是源自法院判决 ，虽不能说已成为绝对适用的规则，但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法院在适用世俗效果标准时考虑的主要内容 。
（ 三） 法律不能促使政府与宗教间有过度纠葛
“莱蒙法则” 第三项标准是判断涉诉立法或行为是否导致政府与宗教间有过度纠葛 。 莱蒙案
中，最高法院主要依据这一标准判决涉案政策违宪 。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严解释这项标准，只
有当涉诉政府行为导致 “政府对宗教组织不断地进行全面且有区别对待的监督 ” 时， 才会被认
定为过度纠葛。具体来说，在实施过程中，法院对过度纠葛的判断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
第一，行政管理纠葛。基于最高法院对 “莱蒙法则 ” 的适用， 行政管理纠葛主要出现在法
律实施需要宗教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场合 。通常情况下， 政府为遵守 “设立条款 ”， 确保公共
〔28〕
资金只能用于世俗目的，需要对宗教组织进行持续监督，这就很容易出现行政管理上的纠葛 。
当然，这一点也遭致众多批评。伦奎斯特大法官称之为 “设立条款 ” 上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
〔29〕
既要政府确保公共资金用于世俗目的 ，又禁止政府对宗教组织有过多行政管理 。
第二，授权纠葛。如果政府将某种行政权授予宗教组织， 在法院眼中， 这就成了过度纠葛。

在拉金诉格伦德尔餐饮公司案中 ，马萨诸塞州立法授权学校和教堂可以对周围 500 英尺内的售酒
许可行使否决权。法院认为这将部分行政权授予教堂 ，导致政府与宗教之间有过度纠葛，因此违
〔30〕
宪。
当然，这不影响政府在决策中考虑宗教组织的利益。 譬如， 在拉金案中， 政府可以因离
教堂太近拒绝颁发售酒许可，但不能让教堂参与决定，更不能将行政裁量权授予教堂。

〔26〕例外见前引 〔16〕 中的案例。
〔27〕见 Levitt v. Committee for Public Education，413 U. S. 472 （ 1973） ； Committee for Public Education v. Ｒegan，444 U. S. 646
（ 1980） .
〔28〕Ｒoemer v. Maryland Public Works Board，426 U. S. 736，765 （ 1976） ； Aguilar v. Felton，473 U. S. 402，412 （ 1985） .
〔29〕Ｒussell W. Galloway，Basic Establishment Clause Analysis，29 Santa Clara Law Ｒeview 845，860 （ 1989） .
〔30〕Larkin v. Grendel's Den，Inc. ，459 U. S. 116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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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三，教义纠葛。“世俗法院不是教义纠纷的裁判所 ”。
所有政府部门在宗教教义问题上
应保持中立，不得染指宗教事务。因此，当立法规定，出于信仰反对所有战争的人可以不服兵役

时，有人称自己的信仰是只参与 “正义战争”，要求豁免参与 “不正义战争” 的义务， 法院以这
〔32〕
种判断将导致政府涉足教义纠葛为由不予支持 。
第四，宗教间的政治纷争。本标准旨在从政治对话中剔除宗教因素 ，防止宗教侵蚀政治，但
这条标准的适用并不清晰，法院从未单独以此为由判决某项立法违反 “设立条款 ”。 并且， 该标
准只适用于直接资助教会学校的案件 。此外，基于宗教因素的审查和区分可能侵犯第一修正案保
〔33〕
现在已遭到多数大法官的否决， 不再
障的言论自由。因此，这项标准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34〕
成为 “莱蒙法则” 中的独立内容。
总而言之，尽管 “莱蒙法则 ” 仍显抽象， 但法院试图将规则具体化。 依循法院判决， 基本

可以理出各项标准的适用情况，为我们了解，甚至是借鉴这一原则提供更具体的参考价值 。

三、“莱蒙法则” 的变迁
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 理论也需要及时做出调整， “莱蒙法
则” 也不例外。作为法院处理政教关系的准绳，“莱蒙法则” 从诞生到今天的式微， 经历了复杂
的演变过程。本部分仍以三条标准为线，勾勒 “莱蒙法则” 具体含义的变迁。
（ 一） 淡化 “世俗目的” 的适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法院逐步放宽了对立法目的的审查 。 只要政府立法不全是出于宗教目
的，或者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宗教，法院就不会因此判其违宪。
法院之所以放宽 “莱蒙法则 ” 中的世俗目的标准， 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 立法是一个复杂
的商谈过程，判断背后的主观动机极其艰难； 第二，作为相互平行且承担不同职能的两个部门，
由司法部门来窥探立法部门的工作动机并不合适 ； 第三，因为动机错误，废除一项好的法律，不
仅无用，且有害； 第四，仅仅因为立法动机废除一部法律，立法者有可能更换动机，重振旗鼓。
由于立法者的真正动机很难判断 ，法院在宪法问题的裁判中， 通常回避对立法动机的审查。
早在 1968 年，有关言论自由的联邦诉奥布莱恩案中 ，沃伦大法官就曾提出，“审查国会的动机或
〔35〕
斯卡利亚大法官更是坦言， “审查立法的主观动机是不可能的
目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36〕
”
。
“
事
但由于世俗目的仍是 莱蒙法则 ” 中的一项标准， 法院无法回避， 便设法规避， 即高
度尊重立法机关申明的目的。只要立法具有非宗教目的，法院就接受。

当然，除了立法者动机难以判断之外，从立法机关的角度来说，立法者也逐步变得老练，揣
〔37〕
尽管如此， 并不表示世俗
摩到法官们的心思，能够在立法中 “植入” “合适 ” 的世俗目的。
目的标准已形同虚设。如前所述，“莱蒙法则” 形成后， 最高法院曾在三个案件中以不具世俗目
的为由，判决涉案法律违宪。
〔31〕Thomas v. Ｒeview Board of the Indiana Employment Security Division，450 U. S. 707，716 （ 1981） .
〔32〕Gillette v. United States，401 U. S. 437 （ 1971） .
〔33〕Gaffney，Political Divisiveness Along Ｒeligious Lines：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Court in Sloppy History and Bad Public Policy，24

St. Louis U. L. J. 205 （ 1980） .
〔34〕Carl H. Esbeck，The Lemon Test： Should It Be Ｒetained，Ｒeformulated Or Ｒejected？，4 Notre Dame J. L. Ethics ＆ Pub. Pol'y

513，528 （ 1990） .
〔35〕United States v. O'Brien，391 U. S. 367，383 （ 1968） .
〔36〕前引 〔20〕，Edwards 案，第 636 页。
〔37〕Ｒ. Miller ＆ Ｒ. Flowers，Toward Benevolent Neutrality： Church，State，and the Supreme Court，Baylor University Press，1982，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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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调整 “主要效果” 的审查方法
“莱蒙法则” 第二项标准是主要效果既不能促进宗教， 也不能压制宗教， 即应具有世俗效
果，但在适用过程中，法院也改变了对主要效果的要求， 或者说， 改变了 “主要效果 ” 的审查
方法。
1. 从实际效果判断到虚拟效果判断
世俗效果标准最大的改变是 “背书原则” （ The Endorsement Test） 的引入。 这是奥康纳大法
官早在 1984 年提出的一项标准，旨在确定如何判断政府行为的效果， 随后逐步得到越来越多大
法官的支持。根据 “背书原则”，法院不再审查立法实际导致的效果 ， 而是设想一位理性的旁观
者会如何看待涉案的政府行为或立法 。如果 “观察者” 认为政府行为让他有 “局外人 ” 的感觉，
则政府行为违宪； 如果 “观察者 ” 感觉政府行为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不舒服， 那表明政府行为可
〔38〕
这种改变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宗教信仰， 防止政府传递一种令少数人有 “局外人 ”
以接受。

感觉的宗教信息。
至于谁是客观观察者？ 谁又能判断理性人的看法？ 这当然都是很主观的因素。实际上，就在
〔39〕
同一个案件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就用理性人的假定 ，得出了不同结论，提出了反对意见。

2. 从主要效果判断到附属效果判断
世俗效果标准的另一个改变是对政府行为或立法影响程度的判断。 “莱蒙法则 ” 最初强调
“主要效果” 是世俗的，所以，当涉案立法只是附带性地惠及宗教 ， 不构成主要效果时， 法院通
〔40〕
用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话说， 如果政府政策是中立的， 只是碰巧对宗教有利， 那
常予以支持。
〔41〕
但根据虚拟旁观者的感受， 则可能无法区分附带性效果与主要效
就不算违反 “设立条款”。

果。如果理性旁观者认为政府行为支持了某种宗教 ， 即便政府行为的主要效果和目的都是世俗
的，也可能被法院判决违宪。这实际上增加了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 ，严格了对政府行为的要求。
3. 从效果判断到手段选择
1989 年，在阿勒格尼县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案中， 法院在世俗效果标准中又引入了对政府
选择手段的审查。当时匹兹堡市区公共场所的两个假日展览引发了诉讼 。一个是在法院楼道制作
了耶稣降生的场景，另一个是在政府大楼外圣诞树旁放置了犹太人光明节用的灯烛台 。法院认为
楼道的耶稣降生场景违反了 “设立条款”，而楼外放置灯烛台则可以接受。 因为没有其它更世俗
的东西可以作为光明节的象征，那么，灯台就是可以的。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在传达某种信
息时，有两种手段可供选择， 政府选择了宗教因素比较多的手段， 那么， 就可能违反了 “莱蒙
〔42〕
根据这种说法， 政府是否选择了较为世俗的手段来传达信息， 也
法则” 中的世俗效果标准。

成了一种判断标准。由此可见，政府行为或立法不仅要追求世俗效果 ，还必须以较世俗的手段实
现世俗效果。
（ 三） 限制 “过度纠葛” 的适用范围
“莱蒙法则” 第三项标准是立法不得导致政府与宗教间的过度纠葛 ， 防止政府与宗教间的权
力影响。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最高法院逐步把这项标准的适用限定在涉及宗教组织的案件 ，特别

〔38〕Lynch v. Donnelly，465 U. S. 668，691 （ 1984） .
〔39〕McCreary County v. ACLU of Kentucky，545 U. S. 844，866 （ 2005） .
〔40〕见 Marsh v. Chambers，463 U. S. 794 （ 1983） ； Lynch v. Donnelly，465 U. S. 668 （ 1984） ； Capitol Square Ｒeview ＆ Advisory
Board v. Pinette，515 U. S. 753 （ 1995） .
〔41〕前引 〔40〕，Pinette 案，第 764 页。
〔42〕前引 〔21〕，County of Alleghency 案，第 3086 页。

· 66·

政教分离的准绳： “莱蒙法则” 的前世今生
〔43〕
是政府资助教会学校的案件。
这种转变的理由有三： 第一， 法院力图确保政府在宗教与非宗
教间保持中立，防止宗教组织获得其他组织所没有的接近政府的机会； 第二， 保障宗教组织自
治，禁止政府干涉宗教组织的独立性 ； 第三，对于仅仅具有宗教因素，但实际上承担大量世俗职

能的组织，法院逐步放弃监管。在这个规制与福利并存的时代，政府权力无孔不入，公共福利遍
地开花，法院即使想要维持政府与宗教间的绝对分离 ，实际上也爱莫能助。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法院严格禁止政府与教会学校之间有 “过度纠葛 ”。 美其名曰， 为了二
者共同的利益，防止相互侵蚀，但对二者寻求的合作也给予否决。1986 年的阿奎拉尔诉费尔顿
案即是一例。联邦教育部门为弥补教会学校学生知识上的不足 ，资助公立学校教员到教会学校开
设世俗课程。为确保这些资金不用于发展宗教，立法在教会学校设定了一套监督制度 ，但法院以
〔44〕
导致 “过度纠葛” 为由予以否决。
这便是伦奎斯特大法官所谓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简言之，“莱蒙法则” 作为政教分离的准绳，名义尚存， 但其含义和适用中的裁判基准已然

改变。

四、“莱蒙法则” 适用中的难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否完美， 不仅看逻辑是否自洽， 更要看适用是否有效。
“莱蒙法则” 曾以明确具体著称， 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政教分离的准绳 。 如前所述， “莱蒙
法则” 在司法适用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迁 ，但迄今为止，其仍面临以下难题：
第一，“莱蒙法则” 强调的 “世俗目的 ” 导致 “设立条款 ” 与 “宗教自由条款 ” 之间的冲
突难以调和。“世俗目的” 禁止政府行为具有宗教目的， 政府承担任何宗教义务或为宗教群体提
供特殊照顾都可能违宪。但这又可能与保障宗教自由相冲突 。
第二，“莱蒙法则” 要求政府与宗教之间不能过度纠葛 ，而不纠葛似乎并不是法院通过 “设
立条款” 能够捍卫的价值。政教纠葛确实会让教义斗争蔓延到政治场域。 但必须承认的是， 这
种政治纷争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通常看做是世俗问题的堕胎、 赌博、 同性婚姻、 淫秽作品等
〔45〕
等，如何规制，正反双方都会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出发来阐释规制措施的合宪性 。
第三，“莱蒙法则” 的适用结果并不一致或标准混乱。 譬如， 政府为教会学校学生提供健康
就诊，如果在学校提供服务， 就构成违宪， 如果在校外就是允许的。 最高法院自己也承认 “莱
〔46〕
有学者研究了 40 份适用 “莱蒙
蒙法则” 实际上 “为追求弹性而牺牲了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
〔47〕
法则” 的州法院判决，发现裁判 “结果混乱”。

当然，“莱蒙法则” 受到批评由来已久。早在 1985 年，伦奎斯特大法官就批评 “莱蒙法则 ”
〔48〕
伯格大法官表示， “最高法院扩展
因为 “缺乏历史依据，难以适用，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 ”。
适用莱蒙案中的 ‘法则’，幼稚地以为，用一条简洁、 明确的标准来解决宪法问题。 我们已经反
复提醒，‘莱蒙法则’ 并不是一条严格的标尺，根本不能解决所有 ‘设立条款 ’ 问题， 只是提供
〔49〕
实际上， 除
一个 ‘指示牌’ ……每个案件都需要重新划线， 而不是形成一个固定的规则 ”。

〔43〕Amy J. Alexander，When Life Gives You The Lemon Test： An Overview of The Lemon Test And Its Application，3 Phoenix L. Ｒev.

641，649 （ 2010） .
〔44〕Aguilar v. Felton，473 U. S. 402 （ 1986） .
〔45〕Jesse H. Choper，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and Aid to Parochial Schools，56 Cal. L. Ｒev. 260，273 （ 1968） .
〔46〕Commission for Public Education V. Ｒegan，444 U. S. 646，662 （ 1980） .
〔47〕Michael Barnes，The Lemon Te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A Proposal for Modification，20 Golden Gate U. L. Ｒev. 380

（ 1990） .
〔48〕前引 〔19〕，Wallace 案，第 112 页。
〔49〕前引 〔19〕，Wallace 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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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学
最高法院大法官对 “莱蒙法则 ” 表示不满外， 由于适用 “莱蒙法则 ” 时标准混乱、 毫无预期，
〔50〕
一些下级法院法官也主张应该放弃 “莱蒙法则”。
〔51〕
学术界的声音总是多元的。尽管不时听到学术界有人发出力挺 “莱蒙法则 ” 的声音，
但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教关系领域许多颇富盛望的学者都对此提出了批评。 “设立条款 ” 领域的
〔52〕
领军人物杰西·乔珀称 “莱蒙法则 ” 主导最高法院的时代是 “概念上的灾难时代 ”。
已故宪
法学者斯蒂芬·盖伊认为： “莱蒙法则的三项标准可能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受指责的宪法标
〔53〕
准”。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干脆声称 “莱蒙法则已死 ”，无法适应实际
〔54〕
康奈尔大学的迈克尔·麦克康奈尔直言： “莱蒙法则的问题不计
的需要，不再具有适用价值。

其数。三项标准中，每一项都很模糊，严格按照字面适用的话， 绝对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所以，
下级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都对这项标准做了完全不同 ，甚至像是互相矛盾的解释，它们还经常忽视
这项标准，以避免出现令人讨厌的结果 ”。 在逐项分析了 “莱蒙法则 ” 每条标准存在的问题之
后，麦克康奈尔教授呼吁： “继续保持这种混乱，对谁都没有好处。最高法院应当抓住机会， 解
〔55〕
决这个问题。一句话： 莱蒙法则无效”。
总之，“莱蒙法则” 因为适用上面临的困难，受到了法学界的猛烈抨击， 要求废止的呼声不

绝于耳。主要问题当然是过于抽象，适用起来比较混乱。但在政教关系这个复杂的领域，寻找一
些更加具体的标准似乎并不容易 。

五、结论与展望
在美国，“莱蒙法则” 尽管遭致批评，非议不断， 但迄今还是政教分离领域寿命最长、 适用
〔56〕
斯卡利亚大法官将其称
最多的一项审查标准。虽然不时有人试图消灭它， 但其仍不时显现。
〔57〕 “
借用马克 ·
为 “午夜恐怖电影中的幽灵，被杀掉埋葬之后，又不断从墓穴中跳出来摇摆 ”。
〔58〕
吐温的话说，莱蒙法则死亡的谣言被过度夸大 ”。 简言之， “莱蒙法则” 虽然备受批评， 却从

未被否决。
今天，政教分离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法则 。但是，如果在历史的大视角下
观察，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宗教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 、历经纷扰、不断变革。因此，政教分离一直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并不存在一个世界通用的绝对准则 。 但是， “莱蒙法则 ” 作为
美国政教分离的准绳，从诞生到逐渐式微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具体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对我们
处理政教关系问题仍然具有若干启发价值 ： 第一， “莱蒙法则 ” 为判定政教分离提供了分析框
架，将抽象的政教分离具体化为三个判断标准 ，从目的、 主要效果以及对政教关系的影响入手，
审查政府行为 （ 立法） 是否恪守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在具体分析涉及政教关系的案件时， 可以
〔50〕Murray v. Austin，947 F. 2d 147，158 （ 5 th Cir. 1991） .
〔51〕前引 〔43〕，Alexander 文，第 649 页。
〔52〕Jesse H. Choper，The Endorsement Test： Its Status and Desirability，18 J. L. ＆ Pol. 499，503 （ 2002） .
〔53〕Steven G. Gey，Ｒeligious Coerc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1994 U. ILL. L. ＲEV. 463，468.
〔54〕Kent Greenawalt，Quo Vadis：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f“Test”Under the Ｒeligious Clause，1995 SUP. CT. ＲEV. 323，359.
〔55〕Michael W. McConnell，Stuck With a Lemon： A New Test for Establishment Clause Cases Would Help Ease Current Confusion，

A. B. A. J. ，Feb. 1997，at 46.
〔56〕Ｒalp D. Mawdsley，Student Choice and Graduation Prayer： Division Among the Circuits，129 ED. LAW. ＲEP. 553，555 （ 1998）

. 转引自 Penny J. Meyers，Lemon is Alive and Kicking： Using the Lemon Test to Deter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rayer at High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ies，34 Val. U. L. Ｒev. 234 （ 1999） .
〔57〕Lamb's Chapel v. Center Moriches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508 U. S. 384，398 （ 1993） .
〔58〕Carole F. Kagan，Squeezing the Juice from Lemon： Toward a Consistent T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22 N. KY. L. ＲEV.

621，633 （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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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的准绳： “莱蒙法则” 的前世今生
借用 “莱蒙法则” 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第二，运用 “莱蒙法则 ” 审查政教关系， 判断政府立
法目的时应谨慎。目的标准意义重大，但主观性强，无从考证， 极难判断。 “莱蒙法则 ” 在适用
过程中逐步淡化了对立法目的的审查 。但考量政府行为目的仍然是分析政教分离的第一项标准，
旨在强调政府行为必须出于世俗目的 ，但又充分尊重政府主张。这种看似虚设的审查标准，一方
面可以引导政府将世俗目的作为行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又回避在主观动机上制造部门分歧 。体现
了法律标准与政治决策的均衡性价值追求 。第三，对政府行为效果的判断应当从政府行为的覆盖
范围、受益对象、行为发生地等更具体的标准上进行衡量。“背书原则” 作为 “莱蒙法则 ” 中效
果判断的补充，并未能让效果判断更具体化，反倒是见仁见智，容易引发纷争。相对来说，恰恰
是 “莱蒙法则” 前期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展现的判断标准较为客观， 易于借鉴。 第四， 政府政策
不得导致政府与宗教间的过度纠葛可细分为两个判断标准 ： 既不能促使政府与宗教组织形成紧密
的日常性的交往，也不能将政府职权授予宗教组织行使 。
总而言之，政教关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密切相关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
一和社会的稳定。在现行政治体制下， 我国政府也会吸纳部分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 ， 并且 “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因此，从中国之国情出发，对待西方国家处理政教关系之
司法原则，不可能遵循简便易行的 “拿来主义”，不加选择地直接援用。但 “莱蒙法则 ” 所蕴含
的具体方法、审查判断的角度、将抽象原则具体化为客观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分
析政教关系的参考思路。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详细考察 “莱蒙法则 ” 的具体含义、 适用范围
以及面临的各种诘难，期望能够通过客观的观察甄别、理性的选择取舍，达到为我所用的最终目
的。因此，追述 “莱蒙法则” 的前世今生， 重温美国在处理政教关系上的发展历程， 不过是希
冀并坚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责任编辑： 鲁鹏宇

·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