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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公益信托：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新模式①
秦倩

内容提要：宗教组织与信徒介入和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当代中国
宗教达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标之基本途径。但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宗教组织缺乏进
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渠道和途径。本文借鉴海外宗教公益信托的经验，拟对以公益信托方式
支援我国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行性与优势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宗教慈善公益信托

作者简介：秦倩，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自由政策的保障下，我国宗教发展快速，宗教信徒和宗教组织的数量都
有显著的增长。Ⅲ目前，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庞大的宗教组织及由之联系

着的信徒是一笔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源，并应该广泛介入和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但到目前为
止，我国宗教组织并没能有效的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宗教界的社会公益事业水平仍然较低。

而滥觞于英国的公益信托制度，其产生与发展不但有着深刻的宗教烙印，而且观诸２１世纪建立
信托制度的当今各国，倡导宗教和慈善事业始终是公益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本文之动机即尝
试探讨以公益信托方式支援我国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行性。

一、海外宗教公益信托的发展现状
所谓“公益信托”，是以慈善、文化、学术、技艺、宗教、祭祀或其他公共利益目的，为将来的
不特定多数的受益者设立的信托。Ｌ０ｒｄ Ｍａｃｎａｇｈｔｅｎ在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ｖ．

Ｐｅｍｓｅｌ中，将公益信托分为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促进宗教和其他目的的公益信托。可见，宗教事业
是公益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公益信托在英国产生的源头就是对教会的捐赠。在十三世纪英国封建制度下，君主可

因臣民的去世得到包括土地在内的贡献物。但当时英国天主教徒死后，往往留下遗嘱，把自己生前的
私有土地在死后赠与教会。因此教堂的土地不断增多，且教会没有所谓“死亡期”，它们的土地也只
会越聚越多。同时教会拥有的土地是免征役税的，所以随着教会土地的不断增加，君主的役税收入

逐渐减少。１３世纪初，英国封建君主亨利三世颁布了《不动产永续法》（Ｍｏｒｔｍａｉｎ Ａｃｔ），禁止土地的
出让或赠与，无论是基于私人目的或宗教考虑。身为教徒的地主为了履行把遗产留给教会的宗教义
务，在教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种种规避禁令的方式，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采用Ｕｓｅ制度幽。其做法是：
教徒在生前立下遗嘱，先把土地赠与第三者所有，不直接赠与教会，名义上教会没有土地所有权，但

①本文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宗教非政府组织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成果。
②何谓Ｕｓｅ制度？汉语法学著作中大多将其译为用益权或用益制度。但从Ｕｓｅ在英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其价值
在于使他人受益而并非在于委托人的使用和收益，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相去甚远。参阅赵磊：《公益信托法律
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８页。因此，本文暂以英语原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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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遗嘱中明确指出：土地在赠与第三者时，表示了土地赠与的目的是要保障教会对土地有“用
益权”。即第三者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教会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收益权。在这种土地间接遗赠
中，赠与的一方被称为Ｆｅｏｆｆｏｒ
一方被称为Ｆｅｏｆｆｅｅ

ｔｏ

ｔｏ

ｕｓｅｓ，相当于现代信托中的委托人；名义上掌握土地所有权的第三者

ｕｓｅｓ，相当于受托人；实际享受收益的教堂一方被称为Ｃｅｓｔｕｉ Ｑｕｅ Ｕｓｅ，相当于受

益人。这就是公益信托最早的雏形。因此，有人认为“信托制度之利用目的始自宗教性之目的，亦即
公益信托先于私益信托而存在”。ｗ
因此可知公益信托的萌芽阶段就是通过迂回的手段回避封建法律禁令而实现向教会捐助财产的
目的。当时这种捐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捐赠人委托教会从事公益事业，包括贫苦救助（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疾病治疗（ｃｕｒ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ｉｃｋ）、老人看护及贫困儿童教育（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另一种则是用于诸如修建教堂、日常开支等教会自身的事业。㈤

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公益信托都是以倡导宗教为目的设立的，私人的慈善捐赠也主要是通过
宗教机构实施，由此影响到后世各国法律关于公益信托的描述和界定，均将促进宗教之目的作为公益

信托“有名”类型之一，足见宗教目的在公益信托中的重要地位。
在英国，目前法律意义上的公益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是救济贫困的信托；二是促进教
育的信托；三是倡导宗教的信托；四是其他有益于社会，但又未列入前三类的信托。根据不同信托目
的，涉及到宗教事业的公益信托存在两种情况：一、以倡导宗教事业为目的的公益信托。据英国慈善

委员会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这种以资助宗教事业为目的的信托超过了２９，０００
个，占全部公益信托的１７％强。④二、宗教组织将其所属的宗教财产设立以倡导宗教事业以外的慈善
事业为目的的信托。对此，尚无完善的统计资料可资凭借，但鉴于英国宗教长久以来开展社会福利的

历史传统，且英国大多数涉宗教的公益信托常常含有多重信托目的，这一数目当不在少数。
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美国继承了英国的信托制度，包括为宗教目的的公益信托。但由于政治
体制、历史背景及民族个性之差异，美国早期只允许宗教组织基于教堂修缮之目的设立公益信托。各
州许多判例甚至立法否认公益信托的合法地位。Ⅷ
直到１８４４年，最高法院关于Ｖｉｄａｌ

ｖ．Ｇｉｒａｒｄ’ｓ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一案的判决才改变了公益信托在美国的法律

地位，各州逐渐允许为更广泛的宗教目的设立公益信托。
现在美国宗教组织的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组织形式既可以采用单纯公益信托的
方式，也可以采取基金会法人的形式。但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宗教组织在成立时很少采用单纯公益或

宗教信托方式。圣保罗大学政教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宗教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１９９４年４月只有
１％的宗教组织选择公益或宗教信托作为其基本组织形式。不过宗教组织于日常运作中基于不同的信

托目的，会以各种方式灵活运用公益信托制度。比如，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退休基金，就是利用公益

①方国辉：《公益信托与现代福利社会之发展》，台湾地区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论文，第１８４页。
②Ｌ

Ａ．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ｅｔ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ｏｆ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Ｈｅｇｅ

Ｃａｒｄｉｆｆ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１．转引自赵磊：《公

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５页。
③Ｓｅｅ‘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３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ｆｏ，．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剪ｔ’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Ｄｅｅ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ｖ．ｕｋ／ｐｕｂｌ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ｂ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ｓｐ。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浏览。

④美国没有通行全境的立法，而是委由各州立法来定。目前大部分州都允许为促进宗教设立公益信托。但各州宗教公
益信托的立法比较混乱，在大多数州，宗教目的信托的条款属于更大的公益或慈善信托法规的一部分，仅有少部分
州有单独的宗教信托法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 ｌ，々ｒｇｉｎｉａ，／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Ｌａｗ

Ｔｒｕｓｔ Ａｃｔ），如弗吉尼亚州（Ｖｉ晒ｎｊａ）。Ｓｅｅ

Ｔ．Ｌ．Ｐ．，Ｔｒｕｓｔｓ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０１．３９，Ｎｏ．１（Ｊ锄．，１９５３），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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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提供神父、修士及修女退休生活基金。美国有一百多个宗教团体，收入未达到神职人员退休需求
的２０％。为规划神职人员的老年生活、学习处理财产以及建立节约支出与成本的理念，美国宗教团体
开始运用公益信托制度成立宗教团体退休基金。如今，此项基金所涉及的神职人员生活项目繁多，诸
如教育、护理、神父照料外，也延伸至贫穷民众、罪犯、移民等照顾，甚至参与老人痴呆症的研究
等。①

公益信托作为英国法“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因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而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
家被广泛运用。１９世纪以后，一些民法法系国家也开始陆续引人信托制度，包括亚洲的Ｅｔ本、我国
台湾地区以及大陆。但是，由于英美信托制度与民法法系的基本理论与法律传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
的冲突，加之宗教与国情的差异，目前以促进宗教目的或者利用宗教财产设立的公益信托几乎很少
受到青睐。

二、我国发展宗教公益信托的优势分析
在我国现行政策法律框架下，宗教团体难以在宗教场所之外从事非宗教性的活动、在社会上以
宗教组织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而且由于“双重批准登记体制”的限制，宗教组织要
建立能够承载其慈善事业的独立慈善法人机构，实在是困难重重，这也成为阻碍我国宗教组织进入社

会服务领域的主要政策因素。如果采用公益信托方式，这些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简而言之，宗教
组织以公益信托方式开办社会服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设立简便，灵活性强

在我国，宗教组织从事公益事业，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可供选择：一，社会团体法人；二，基
金会；三，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种民间组织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包括最低财产金
额、章程、组织机构、固定住所等，方可成立。基金会设立的条件特别严苛。不但要求相当大数额的
原始基金，而且其成立要经过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的双重批准和登记。因此，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在总计１５８７家取得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中，宗教性基金会仅１０家，占总数的０．６％。幽

相比之下，公益信托更具有弹性，更为灵活简便：（１）成立方式简便，仅需主管机关批准即
可，＠无需受法人资格的限制；（２）就设立程序与费用而言，设立公益信托无需设立专职人员以及固
定场所。可以节省营运费用。Ⅷ（３）不受捐赠规模与存续期间的限制，无最低信托财产数额要求，规
模可大可小，由捐赠人自主掌握，使信托财产尽用于公益目的。另外，以上三种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独
立的法律主体，只适用于从事长期或永久性的公益活动，而公益信托的运作期限可长可短，特别适合
从事短期事业、执行单纯的任务或者提供财务辅助，可以说为公益事业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可能。
（二）有利于目的财产保值、增值，解决或缩小宗教开办慈善事业的资金缺口

宗教开展慈善事业、提供社会服务，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资金。以基督教会慈善机构为

①吴惠巧：《台湾寺庙财产管理问题与对策》，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②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Ｐｔ，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计２２９，６８１家，宗教性社团为３９７９家，占总数的１．７％；民办非企业单位
计１８２，３８２家，宗教性民办非企业单位为２８１家，仅占总数的０．１５％。
③我国《信托法》第６２条第１款，“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公益
事业管理机构）批准。”；第３款，“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对于公益信托活动应当给予支持。”
④在我国基金会常常成为安置机关闲散人员的去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远超出法定标准，甚至高于福利事业的
支出。比如２００７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案所呈现的问题。详情参阅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第
２１０－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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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国宗教组织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四：一是国内捐款；二是境外捐款；三是基督教会资金周转利
息或基金会运作的增值；四是教会工作人员无私奉献和志愿服务。ｗ

但就以上资金来源渠道而言，均存在政策约束。对宗教组织国内筹款来说，筹款的对象可分为
两种：一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面向信徒募集捐款，二是在社会上向大众募款。由于民政部规定，只有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才有资格进行募款。∞而按照国家
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事务条例》的释义，宗教组织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不属于公益性
组织，宗教组织如果不另行注册独立的救灾基金会，就不具备募捐资格，因此其善款来源也只能在宗
教信徒内部募集。
境外捐赠历来是宗教团体重要的资金来源，虽然《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但执行中，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捐款须经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而且在审批境外宗教组织和个
人给我国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的捐赠时，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我国宗教事务者，原则上可以接
受。㈣由此政府管理部门对境外捐赠更多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使国内宗教组织接受境外捐赠成为
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境外普通教徒对国内宗教组织捐赠的积极性。

另外，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宗教组织或其设立的独立的慈善机构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方
面存在诸多限制。不但其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有强制性的比例要求，并且严格限制
其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宗教组织或宗教慈善机构投资行为受到极大
限制，不利于其财产的保值与增值。
如果将宗教财产设立公益信托，特别是通过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设立公益信托，这些问题都会

有相应的解决通道。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持
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信托公司设立公益信托，可以通过媒体等方式公
开进行推介宣传。公益信托的委托人可以是自然人、机构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其数量及交付信
托的金额不受限制。”这一规定使信托公司设计宗教性公益信托产品时，完全可以采用公募基金的形
式。首先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宗教组织作为委托人将捐助的宗教财产交予信托公司设立信托，信托公
司按照委托人指定的公益目的以及受益人范围，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
益。在信托期限内该公益信托可以开放捐赠，开放捐赠的对象可以是原委托人宗教组织本身，在原委
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其他社会公众开放捐赠。这样就解决了因宗教组织不能利用网络、报纸、

电视等形式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以及宗教组织缺乏募款资格而带来的开展慈善事业的资金筹集渠道
狭窄问题。
至于信托的宗教财产的管理和投资，《通知》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的公益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只能投资于流动性好、变现能力强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及中国银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低风险金融产
品。”可见信托公司运用公益信托资金进行投资可以自主投资也应该被允许委托投资。而信托公司利用

其专业的财产管理能力，以组合化的投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信托的宗教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三）监督体系严谨、合理，有效防止宗教性慈善机构内部监管方面的弊端
虽然我国对宗教组织开展慈善事业可能备选的三种组织形式采取的都是双重管理体制，实施登
①刘继同：《积极适应与服务社会：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与政策框架研究》，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ｈｉｎａｚ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ｓ／
ＰＡＰＥＲＳ／％７８８Ｅ５２３Ｅ３１一Ｄ８８８－－４４５８一ＢＦ４Ｃ—Ｄ６Ｄ８７１３ＥＦＢ０６％７Ｄ＿２０２５．ｄｏｃ。２００９年１２ｆＪ ｌＯ日浏览。
②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８日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第２条第２款。
③国家宗教事务局１９９３年７Ｙｔ ３１ １３《关于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第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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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机关双重监管的行政管理制度，但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不但不能
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造成对这三种民间组织监督管理上的乏力与“缺位”，以致民间组织内部出现

捐赠财产属性模糊、使用混乱，工作人员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时常发生的弊端。Ｗ因此，在这种
管理体制下宗教慈善机构或有沦为宗教团体内个别人或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之虞。
而公益信托因其精巧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上述弊端的出现。在我国现行信托法律体制下，公益
信托运行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不仅有委托人、信托监察人等公益信托内部监督，公益事业管理
机构也对公益信托在登记、运行以及终止进行全程外部监督。特别是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信托监察
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受益人的利益，提起诉讼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实践中我们可

以选择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会等具有社会公信力且不易与受托
人产生关联关系的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以切实的发挥其监督效能。

另外，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关于＜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指出
的，目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比如财务制度不健全，
财务管理混乱；有些单位、个人侵占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还有些宗教团体或宗教活

动场所资金流向混乱。而对此，在公益信托项下，由于我国《信托法》第６７条规定“（公益信托）受
托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作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经信托监察人认可后，报公益事业管
理机构核准，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这一受托人负有的信息披露义务，使得信托的宗教财产能够做
到对社会公开、透明，接受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结

语

目前，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均强调宗教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组织与

其信徒兴办慈善服务，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宗教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积
极融人世俗社会生活的最佳途径，也是解决宗教与社会关系，实现双方共赢的最好途径。但宗教界的
社会公益事业仍然处于比较边缘的状态，这与目前我国严重缺乏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性安排与政

策体系框架有很大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关于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的渠道或途径，存在若干需要解决
的问题。而公益信托是一种结合民间资源、信托功能参与公益之法律制度。此种制度在英、美、日等
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被民间，包括宗教界广泛使用。从公益信托的发展来看，宗教的影响不仅是公

益信托产生的主要原因，公益信托的价值追求与宗教的社会目标也有着相当的共同性。时至今日，海
外越来越多的宗教组织或信徒在借由公益信托制度管理宗教财产、资助宗教事业以及赞助社会公益。
我国在２００１年颁布《信托法》引进了公益信托制度，但一般人对公益信托制度不仅感到陌生，
对于公益信托实务运作的优点也缺乏认识，以致截至２００８年５月我国并无公益信托的成功尝试。２００８
年“５·１２”汶川地震之后，银监会就通过信托支持灾区重建发出通知，意在推动公益信托制度，充
分发挥信托在公益事业中特有的制度优势。
在此背景下，针对我国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缺乏途径之困境，若能将公益信托观念及制

度导人宗教慈善活动，相信对活络我国宗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成效，真正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当有非常高的助益。
（责任编辑郑筱筠）

①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第２１１－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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