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宗教财产及其法律保护 

 

 

 
 
 

重庆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学生姓名：谭  睿 

指导教师：宋宗宇  教  授 

专业学位：法律硕士 
 
 
 

重庆大学法学院 

二 O 一一年五月 
 

 

         



 

 
Study on the Religious Property and Its 

Legal Protection 
 

 

 

 

A Thesis Submitted to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rofession  

By  

Tan Rui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Song Zongyu 

Profession: Juris Master 

 

 

College of Law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May, 2011 



 

I 

 

摘    要 
 

宗教是人类历史文化上一种源远流长而普遍的现象，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

中都存在宗教，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教是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

宗教财产就是保障宗教正常发展的基础。我国对于宗教财产保护的研究相对于其

他财产保护的研究比较匮乏，因为宗教财产不仅具有一般财产的共性，更具有其

特有的复杂性与政治敏感性。因此，合理解决宗教财产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学者和

社会关注的问题。全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我国宗教财产及其法律关系。先对宗教财产的概念进行介绍，笔

者通过学者见解及现行法规对宗教财产的规定来说明宗教财产的概念。再对宗教

财产的特征分析，认为宗教财产应具有财产主体特殊性，财产来源的多样性，政

治敏感性，历史性以及宗教与法律学科交叉性几个特征。末尾对宗教财产涉及的

一些法律关系进行讨论，具体放入了物权，债权及继承法律关系中探讨。 

第二部分，我国宗教财产的权利归属。本部分先阐述确定宗教财产归属的重

要性，宗教财产归属是宗教财产保护的逻辑起点，确定了归属，宗教财产的处分，

使用等权利及受到侵害后主张权利的主体才能确定。接着考察了国外一些国家关

于宗教财产归属的做法，再从国家政策，有关部门实际做法及相关人士的认识几

方面介绍我国宗教财产的归属情况，并说明宗教财产归属认定上存在的不足。最

后引进宗教法人概念，总结出宗教财产应归宗教法人所有。 

第三部分，宗教财产法律保护的比较法分析。笔者以大陆法系的日本及英美

法系的美国两个有着成功保护宗教财产经验的国家为例，先介绍日本宗教法人法

对宗教财产保护的几个方面，再说明美国并无专门宗教立法，而是通过非营利法

人示范法对宗教法人的财产一并保护的做法。最后找出两国关于宗教财产保护的

共通之处，总结出我国应更多借鉴日本的立法模式为宗教财产保护立法。 

第四部分，我国对宗教财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先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中对宗教财产保护条文的梳理，归纳出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宗教财产保护的

几个方面，再说明仍存在对宗教财产保护法律依据不足，宗教财产归属不明确，

法律法规条文操作性不强，及多层宗教立法造成的司法不统一问题。 

第五部分，完善我国宗教财产保护的立法思考。先谈及立法是法运用的先导，

只有关于宗教财产的立法做好了，宗教财产的保护才有法律依据。接着，说明了

保护宗教财产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考虑宗教财产范围及分类，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手段调整，并细化宗教财产的财务管理制度及罚则与救济等。最后根据立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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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提出一些完善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宗教财产，财产归属，寺观教堂，宗教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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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igion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long cultural history of mankind. Mos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professing religion, and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ccording to marxism theory, religion is a kind of social 

ideology, is a part of the superstructure, whil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is the root of 

superstructure exists. Religious property is the foundation of guarante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Our country’s religious property protection research is 

relative weak when compare to other property protection research, because religious 

property not only has similarities like general property, but also has its unique 

complexity and political sensitivity. Therefore, the reasonable solution to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hot issue of scholar and social concern.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except for the preface and the epilogue part: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and legal relationship of 

religious property. Firstly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rough scholars’ views of religious 

property and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law.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religious property should have a few 

features:the property subject peculiarity, the diversity of property source, political 

sensitivity, histor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in religion and law. At the end of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volved,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claims and inheritance law. 

The second part of the ownership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is section definite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religious property. Only if make sure the ownership , disposition,the 

using right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e subject of claims can be sure. Then examine the 

foreign ownership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 some countries, and later introduce the 

situa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in our country after founding. Mainly from the 

national policies, practices and relevant knowledge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to show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identified. Fin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concepts of religion, sum up all religious property shall be vested in religiou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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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part,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legal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Author gave a example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belong to the common law, 

both have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Firstly, 

introduce on the Japanes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 its religious corporation 

law, and then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pecial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the U.S, and through 

non-profit corporation for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together. 

Finally, finding out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 common, 

summed up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legislative model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protection legisla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The fourth part is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First 

through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 religion property protection, induce several 

aspects of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 China so as to explain there are still 

exist that legal basis for religious property protection is insufficient,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is not clear,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vision is not strong, and operation of 

multilayer religious legislation caused disunity problems in judicial. 

The fifth part, the legislation thinking for improving our religious property 

protection. First talk about the legislation is the forerunner of using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ly if religious property legislation ready, religious property protection just 

has a legal basis. Then, talk about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legislation that should considered the scope of religious properties and 

classification, mainly relying on civil legal means to adjust and refin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religious property and penalties and remed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legislation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the religious property legislation. 

 

Keywords: Religious Property, Ownership of Property, Temple, Church, Religiou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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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

不够，造成对宗教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文革”期间更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主，

片面将宗教问题政治化，认为信教就是愚昧、反动，使得我国宗教受到极大破坏。

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错误理解，更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不

利于民族团结。事实证明，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

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经久不衰，而且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因为宗教具有

满足人类某些需要的功能，也因为社会仍有适合宗教生存的气候和土壤。[1]所以，

我们不应否认宗教，而是应该积极发展宗教事业，使之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

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做贡献。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主张信徒们不要为欲物质望所拖累，都将财富看作

是万恶之首，但当它们面临着生存这一现实时，又必须依靠宗教财产来维持生计。

宗教财产是宗教活动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整个宗教活动的运

转就缺少了物质保障。古今中外，所有宗教甚至会因其宗教财产的富足而发展，

因宗教财产的贫乏而没落，宗教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2] 

宗教财产对每个寺观教堂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每个寺观教堂都有它们的教职

人员，虽说教职人员是为信徒们心中的神工作的，但现实中他们还是离不开衣食

住行的供养，也免不了生病医治的费用。寺观教堂自身需要维修建设，随着年代

的久远，寺观教堂经过风吹日晒，难免要进行修葺整补，以维持信徒心中“神殿”

的形象。寺观教堂中装饰，彩绘和殿堂内的神佛造像，各种法器的购置，也是一

笔很大的开销。香火、拜佛、诵经、经忏、斋醮、受戒、礼拜、斋戒、弥撒、布

道、祷告、受洗、过宗教节日等宗教活动的展开，也需要足够的宗教财产来保障。

当然，宗教开支项目繁多，除以上主要支出外，还有邮电费，交通费，宣传费等

等。另外，宗教财产对于扩大各宗教的经济实力基础，培训神职人员专业素质也

起到积极作用。宗教财产是每个寺观教堂的命脉所在，是顺利进行宗教活动的物

质保障。有了他们，寺观教堂的日常运作才能正常维系下去，信徒们才能进行正

常的宗教活动。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信教群众达到一

亿多人。可想而知，保护好宗教财产，使宗教活动顺利进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宗教财产不仅为我国各宗教自养提供了基础，使宗教场

所成为信徒们精神世界中的净土，它还发挥了其他作用，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

应。一是很多寺观教堂收益颇丰，它们在获得自养的同时，还可以把相当数量的

财富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如闽南名刹南普陀寺，在自然灾害频发的 2010 年，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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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吉林、青海、甘肃等地捐款 210 万。[3]在玉树地震中，全国宗教界为地震灾区捐

款捐物达 2000 多万元。随着宗教世俗化加深，宗教为宗教信徒提供的服务不只局

限于宗教信仰，还触及到教育、医疗、环境保护、文化建设、抢险救灾等社会各

个方面。这也表明各宗教“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宗旨，即保护好宗教财产，

能增加各宗教活动场所扶贫济难的能力。二是我国如今剩余劳动力很多，各宗教

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教职人员不可能所有事都包办，他们有时也需要世俗界的

人士来提供一些服务，这正好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可以说，这也是为

我国的经济建设投入了一份力量。三是保护好宗教财产，我国宗教界人士可以合

理利用宗教财产,积极与国外宗教界进行交流和交往，这不仅促进了我国与世界人

民的了解与友谊, 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四是保护宗教财产，能有效防止宗教财产被邪恶势力所支配，杜绝西方敌对势力

利用宗教从事危害我国的政治活动。 

本文旨在对宗教财产概念特征做一些介绍，分析宗教财产涉及的法律关系，

理清宗教财产归属，发现现行立法中关于宗教财产保护的不足之处及空白之处，

并提出一些关于宗教财产保护的拙见，望能为日后有可能的宗教财产保护立法提

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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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宗教财产及其法律关系 

 

2.1 宗教财产在我国的内涵 

宗教财产对于保障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关于宗教财

产的概念，在学界尚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有的学者提出：宗教财产是各宗教为

顺利进行宗教活动，而享有所有权的各种财产。宗教财产包括了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宗教财产的主体应该是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其他个人和组织机构都

不应拥有宗教财产。其次，拥有和运用宗教财产是为了进行宗教活动，不能为了

个人享受和用作营利等别的目的。最后，宗教财产形式多样，包括有形财产和无

形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等等。[4]在我国一些省份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对宗教财产也

做出了定义，如《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

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山林、墓地、设施、

用品、工艺品、门票收入、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等活动的收入、各类捐赠以及其他

合法财产和收益。” 再如《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屋、构筑物、各类设施、土地、山林、

文物、企业事业的资产，宗教活动场所的门票收入，各类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拥有

的资产和收入。”由此观之，宗教财产的范围包括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动产如

各种收入、信徒捐赠及不动产如土地、建筑物与构筑物等。虽有人提出宗教仪式

（献祭、祈祷、节庆、修行等等）应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而使宗教仪式成

为一种无形的宗教财产得以重视及保护[5]，但基于宗教仪式作为宗教财产讨论的复

杂性，笔者此处论述的宗教财产只限于常见形式的财产。 

关于宗教财产，笔者归纳应具有以下一些特性：财产主体的特殊性，财产来

源的多样性，政治敏感性，历史性以及宗教与法律学科交叉性。 

宗教财产的主体，将在文中第二部分详细阐述。其特殊性在于，宗教团体及

宗教活动场所各寺观教堂作为宗教财产主体，都属于宗教法人，个人或国家（法

律规定除外）不应作为宗教财产的主体。这是宗教财产区别于公民私人财产，其

他类别法人财产的重要依据。 

宗教财产来源多样性。传统上，宗教财产主要来源于信徒们自愿捐赠的布施、

乜贴、奉献等，国家及政府也会根据需要对宗教予以拨款资助。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宗教财产来源趋于多样化，一些地方宗教旅游业的发达，以佛教胜地普陀

山为例，其针对游客的类型、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出售各种各样反映普陀山

风貌的图像和以观音菩萨为主的佛像，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6]如今很多宗教团体及寺观教堂逐步实现自给自养，著名的四川都江堰青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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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协办了道家酒厂和茶厂；湖北武当山道协办了制药厂；北京白云观办了服务社。

各地寺观教堂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从事农业、手工业、种植果木等获取经济利益。
[7]一些宗教更是利用起了网络资源优势，通过互联网从事传教、募集捐款等活动。

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宗教财产的来源形式，更好地促进了宗教事业的发展。 

宗教财产具有政治敏感性。西欧的中世纪神权与封建王权相互交织，政教合

一成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色。我国封建时代，宗教的社会职能之一就是维护剥

削阶级的统治。[8]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宗教对人民的影响，把自己的统治笼罩

在神的灵光中。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政教分离，政府与宗教各自有着自己的功

能和职责，政府不能行使宗教的功能、干预宗教的事务。宗教财产是一切宗教活

动顺利进行的保障与依托，控制了宗教财产就等于控制了宗教活动。为了不让人

们产生国家在利用宗教操控政治，对人进行思想上的禁锢的错觉，宗教是应该与

政治分离的，党和国家也一直贯彻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宗教财产的历史性一方面是说宗教财产大多都具有宗教文物的价值，很多寺

观教堂宗教活动场所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河南的嵩山少林寺就有千年古刹之称。

它们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作为宗教财产的寺庙

建筑，神像、石雕等，具有重要的科考、历史价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对他们有

着特殊的感情，必须加强对这些宗教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如今人们的法律意

识逐渐增强，十分重视权利的归属，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大多数宗教财产特别是

宗教房产没有进行确权登记，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宗教财产确权的纠纷。 

宗教与法律学科交叉性是指宗教财产除了与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息息相关，

同时也应该在法律上对其加以明确，制定好一系列关于宗教财产的法律条文，使

宗教财产得以合法保护，这对更好保障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实党和国家的宗

教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2.2 我国宗教财产涉及的法律关系 

宗教财产本身来说应该具有两层属性，一个是宗教上的神圣属性，另一个是

世俗上的法律属性，在此，我们也只能对其的世俗属性做探讨。宗教财产作为民

事财产的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物，而物本身是没有法律属性的，所以应将宗教财

产放入特定的法律关系范围内讨论。 

2.2.1 物权法律关系 

在物权法律关系中，宗教财产表现为物权的客体，宗教财产权利人对其享有

物权权利，也就是说，权利的行使不需要其他主体的积极作为，权利人对宗教财

产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直接对抗一般人，只要他人不非法干预权利主体

行使权利即可。我国物权法上将物权种类分为所有权、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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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宗教财产的权利人通常情况下对动产及不动产享有所有权，但是对一些自然

资源，如土地，山林等则只能享有用益物权，而加以占有、使用、收益，不能进

行处分，法律规定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9]。 

我国物权法规定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如果宗教财产

遭到了不法侵害，是可以按物权的保护方法，通过物上请求权来进行维权的。但

是权利人对宗教财产享有的权利也是会被限制的。宗教财产的限制性，笔者认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对宗教财产的享有仅能在一定范围内，在特定

条件下，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宗教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我国《宗教

事务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

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

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

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

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二是宗教财产不同于其他私法上财产，其他

私人财产一旦权利人享有所有权，就对财产享有绝对处分的权利，可以出让，可

以在物上设定抵押，也可以用来做营利性投资。但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

二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

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可以看出，虽然宗教财产归宗教团

体或宗教活动场所所有，但是权利人对其中一些财产进行处分要受到限制。这是

因为寺观教堂是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对其进行处分，

要考虑到宗教的特殊性，照顾信徒们的感情。[10]三是宗教财产利用要合理，须尊

重社会公德，而不能任意使用，以致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依照相邻关

系的处理原则，寺观教堂旁边有居民区的，宗教活动应合理安排时间，不能影响

周围人的正常生活。 

2.2.2 债权法律关系 

在债权法律关系中，宗教财产不再单纯像物权法律关系中以物作为客体而存

在。因为债权法律关系客体为一种行为结果，这种结果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物化

结果，比如信徒给钱让某一宗教活动场所做法事，那么此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宗

教活动场所提供的法事服务。但如果是一种物化的结果，那么仍以宗教财产作为

对价。现代宗教的世俗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跟外界联系也相当紧密，买卖活动十

分频繁，他们需要购入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也会出售一些宗教书刊，物器等

给信徒，这就产生了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宗教活动场所购买他人的物品，以货币

支付作为对价后，是作为债权获得的，卖出去的宗教财产是作为债务要付出的。

但因为宗教财产的特殊性，诸如佛像、法器、礼拜设施或者历代祖师们的遗物和

圣迹等，它们都是信徒们崇拜的崇高圣物，是无价之宝，不宜作为此法律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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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客体，因为一旦这些东西作为债务付出后，这对信徒是极大的亵渎，必定

引发信教群众的抵制反抗情绪，认为是对他们心中神灵的不敬，不能令人接受，

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2.2.3 继承法律关系 
关于宗教财产能否继承问题，依民法原理，继承是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个人

合法财产依法转移他人所有的法律制度，继承法律关系只能发生在自然人身上。

在文中第二部分，笔者阐述了宗教财产应归宗教法人所有，法人不会像自然人一

样死亡，而是以解散或破产结束其在法律上法律地位的。也许有人提出，现代宗

教中神职人员也是由宗教提供薪水的，按照继承法是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其财产

的，就算是“出家人”，按继承法 32 条规定，其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但笔者认为，神职人员个人财产应属于私人财产，

而不是宗教财产，私人财产当然要发生继承，但宗教财产主体有特殊性。因此，

对于宗教财产不宜适用继承法律关系，而应适用法人关于合并、分立、终止原则

来处理宗教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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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宗教财产的权利归属 
 

宗教财产的权利归属，就是宗教财产的所有及使用的问题。即宗教财产应该

为谁所有，谁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排除他人的干涉，对宗教财产进行占有、

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宗教财产归属，宗教财产便成

了一些人企图随意割取的肥肉。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寺观教堂，香火很是旺盛，

有的信徒捐献财产也是十分慷慨，特别是一些对信徒来说重要的日子，他们为了

向心中神灵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不惜重金，就算花费几万甚至十几万也是可以

想象的。中国农历新年的伊始，有烧到头柱高香，来年行大运的说法，曾有信徒

为了取得一个好彩头，而花十万元烧这头柱香的事实。信徒们花钱，为的是向他

们心中神灵祈福表诚意，他们也许不在乎这些钱的去处，可最终这些财物还是要

有个归属，归属不明确，很有可能就成了寺庙寺主，主持方丈的个人财产。甚至

一些历史悠久的寺观教堂，他们的历代流传下来的宝物也慢慢不见，被人转移出

卖或走私出境了。对于宗教信徒们的捐赠，他们举行宗教活动所用到的场所以及

建筑物里面的那些法器、各类设施等，这些宗教财产归谁所有，法律法规还没有

明确规定，这就是一个漏洞。[11]宗教财产归属不明确，这会使得一些人利用此来

中饱私囊，满足个人私欲，这对于保护宗教财产是很不利的。现代宗教也开始有

更多获取财物的途径，在名声风景区，许多寺观设有招待所，从事各种公益服务，

如以宗教活动场所为基础的旅游、饮食业等，这些获得的收益都可以算是宗教财

产。在这种趋势下，宗教财产的归属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学者及社会大众关心的

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宗教财产的归属基本处理原则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

律鲜有反应，反而处于从属地位，这不能体现现代法治精神。因此，科学合理地

明确宗教财产的归属，会对宗教事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更好

地保护宗教财产，具有重要意义。 

 

3.1 宗教财产归属的域外考察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法规定，各教会是教堂财产的权利人。荷兰法规定，寺

庙的财产，均属宗教团体所有，但教堂寺院须经这个城市的许可。英国法中，宗

教财产按照登记主体的不同对宗教财产的归属区别对待，如果宗教财产是以寺观

教堂的名义进行登记注册的，则其财产归宗教团体所有。但如果是用个人名义登

记的，则按照私人财产的情形处理，财产归个人所有。在法国法中，教堂动产、

不动产均属宗教团体所有。同时规定如果教堂为国家所认定，其教堂的房子是属

于国家的。希腊法规定，希腊本土的正教会为希腊国教，政府只承认正教会为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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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法人主体地位的宗教团体并对其进行财政支助。而其它宗教团体不得拥有

宗教财产，这些宗教财产要由具有法人主体地位的团体控制，而不能归属于其他

教会团体的名下。[12]在亚洲国家中，泰国法规定，佛教财产被分为两种：一种是

某些佛寺被废除后剩余的财产，这些财产属于佛教公产，其所有权属于政府宗教

厅，由宗教厅进行处理与监管。另一种就是归属于各佛寺的佛教私产，由各佛寺

进行处理和监管。由此看出，在泰国把宗教财产分为公、私两种财产，并规定由

不同的主体享有所有权。马来西亚的宪法规定，只要各宗教团体不违反法律规定，

就都有权处理本宗教的事务，可以依法获取、管理及处分其宗教财产。日本的《宗

教法人法》规定了宗教团体依登记享有法人资格，将宗教财产分为特别财产，基

本财产和普通财产三类，并将这三类财产的占有、管理权和使用权确定为宗教法

人所有。其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赋与宗教团体所有之礼拜设施及其他财产之维持

运用，及为达成其目的而经营之业务及事业之法律上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指宗

教财产归属于宗教法人所有[13]。 

由上观之，国外对宗教财产归属的规定依各国国情有较大差别，大致可归为

宗教团体所有，国家所有，私人所有，宗教法人所有几种。但从多国要求对宗教

财产进行登记来看，将宗教财产确定为宗教法人所有是基本走向，因确定为宗教

法人所有具有产权明晰，财产主体单一化的优势，这很值得我国确定宗教财产归

属时参考借鉴。 

 

3.2 宗教财产在我国的实然归属 

3.2.1 关于宗教财产归属的国家政策 

对于宗教财产不动产归属的国家政策，主要是1980年7月16日，国务院发文对

不同宗教派别实行不同的财产归属的文件。规定外国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和东

正教的房产，明确为中国教会所有。带有家庙性质的小尼庵为私人所有，佛教和

道教的庙观及所属房产为社会所有(僧道有使用权和出租权)，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及所属房屋则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其性质也与资本主义所有不同[14]。 

3.2.2 有关部门对宗教财产归属的处理 

在有关部门处理宗教财产（大多是房屋产权）的实际工作中，不论宗教的类

别，在对宗教房屋产权进行登记时，都会由当地的宗教团体协会来进行登记，有

关部门也承认了宗教团体协会的所有权。如1984年8月4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答

复有关宗教团体房屋产权问题，明确规定宗教团体房屋的产权原则上仍应属于宗

教团体。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

宗教局的一个批复文件中指出：“本市寺庙、道观不论当前是否进行宗教活动, 其

房屋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因此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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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私人所有外, 其他房屋的性质均属于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市佛教协

会与市道教协会所有。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关团体都不能任意改变宗教

房产所有权，产权归还各宗教团体。”[15] 

3.2.3 相关人士对宗教财产归属的看法 

在有关方面对宗教财产归属的认识上，寺观教堂人士认为：宗教财产是个不

断累积的过程，是其中各宗教活动场所的教职人员辛勤劳动，为信徒诵经念佛，

化缘募集而来，所以应该由宗教活动场所的人员私人或集体所有。国家文物有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宗教财产中的一大部分，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宗教活动正常

进行而发放的拨款捐助，很多宗教活动场所也是政府出资修建的，有些宗教财产

还属于国家文物，所以应将这些财产归属于国家所有。 

3.2.4 上述认定宗教财产归属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可以看出，大多数观点都将宗教财产的资金来源作为划分宗教财产归

属的标准。国家或政府捐助出资的，就属于国家所有；出资来源众多而难以明确

的，就属于社会所有；群众集资的，就属于群众所有；个人出资，就属于个人所

有。孙忠宪教授指出，这个标准是欠妥的。[16]我们应从现象看到本质，即无论宗

教财产资金来源是什么（国家拨款或是信徒们的奉献），出资一方都有捐赠的意

思，也就是民法上的赠与行为，赠与之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了改变，即为受

赠人所有，这是由赠与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对于赠与他人之物，赠与人就失去了

对财产的所有权。所以，我们应该摒弃按资金来源确定宗教财产归属这一标准。 

上述国家政策对确定宗教财产的归属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其也存在明显不

足，这种划分标准，表明宗教财产归属的主体是多元的。可是国家政策及法律都

应传达一个理念，就是各宗教都是平等存在的，不应偏袒任一宗教。可是实际在

财产归属上又存在区别对待，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政策中的财产归属确定也存

在缺陷，首先，“社会所有”一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代表的主体不明确，社

会是由很多不特定的人组成的，而不能形成肯定的法律关系主体，其范围很难把

握，在实际认定中，难有统一标准。将宗教财产的归属确定为社会所有，就是把

宗教财产视为无主财产，这给意图侵犯宗教财产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宗教界人

士也一度反对这个说法。其次，规定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也不妥，因为信徒

们主动将财物捐献给了寺观教堂，那么他们心里就没有作为宗教财产所有人的想

法，他们不愿也不能成为宗教财产的所有人。而且信徒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一

个稳定的成员组织形态，故不能成为宗教财产归属的主体。第三，规定为“宗教

协会所有”，如果寺观教堂的财产归宗教团体协会所有，与信徒们捐献财物的初

衷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信徒们并不是想将财物捐给宗教教职人员组成的宗教协会，

而是希望通过寺观教堂给予他们心中的神灵。把宗教财产定为宗教协会所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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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宗教教规信条, 因为我国各宗教信条皆规定僧众道徒等不能成为宗教财产的所

有人。最后，“国家所有”的问题在于，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对于

宗教活动的开支，如何进行宗教活动，都将由国家来做决定，这难免把国家行为

与宗教行为混同，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17]。 

 

3.3 宗教财产在我国的应然归属 

3.3.1 确定归属的原则 

确定宗教财产的归属应遵循以下标准和方法：其一，应按照财产的自身社会

属性予以认定，不能妨碍宗教财产使用目的和宗教信仰自由。具体而言，宗教财

产为神圣化的财产，专用于宗教活动，具有浓厚的神化色彩，故宗教财产主要应

归属于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其二，应与国家的宪政政策、立法体例相适应，

不能与现行法律体系相违。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基本宪政方针政

策，故宗教财产除特殊情形如国家文物之外，不宜认定归属于国家所有。其三，

尊重宗教信徒捐助财产的意愿。宗教财产主要来源于信徒的捐助积聚，而信徒捐

助财产主要是出于对某特定寺庙所敬奉的神明的敬畏而捐赠，故宗教财产不宜认

定为社会所有、国家所有或私人所有。其四，尊重标的物的历史传统。寺庙和其

他宗教财产一般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长期以来其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为神的财

产。当然在溯及历史传统的同时，也应尊重社会现实情况，故认定宗教财产的归

属还应受一定历史时期的限制。其五，尊重各宗教的清规戒律。如佛教经律规定

寺产“体通十方”，为佛所有，僧尼“不事生计”、“不蓄私财”，不能起“贪妄之

心”其他宗教亦有类似的戒条。故宗教财产不能认定归僧道等教职人员所有[18]。 

3.3.2 应规定为宗教法人所有 
理论界呼吁，将宗教财产规定为宗教法人所有。例如，梁慧星教授领导的中

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编篡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64条规定：“宗教财产，

属于宗教法人所有。”[19]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依据现代民

法的原理，宗教法人理论应根据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性质的不同，结合社团

法人与财团法人的特性，将宗教法人分为宗教社团法人与宗教财团法人。一是各

寺庙，道观，天主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为基础的宗教财团法人，二是以

各宗教职业者集合体为基础的宗教社团法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宗教团体，宗教

协会。这在我国过去法律上是没有区分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七条规定：

“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此处只说了宗教团体的财产，

而没有说明宗教活动场所寺观教堂合法拥有的财产。现在的《宗教事务条例》中

区分了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对于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

归属，按《民法通则》第七十七条规定，可以明确为归宗教团体所有。在我国理



 

11 

论界研究中，宗教团体为社会团体的一种，因而享有财产所有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20]对于宗教财团法人能否享有宗教财产的归属，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理由是：

第一, 对于寺观教堂的财产，大多数都是靠捐献而来，甚至于一些宗教活动场所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的修建也是靠信教群众凑集而成。无论这些财产是由信徒

们、其他组织或者国家捐赠而来，捐献这个财产的目的或是为了向神灵表达虔诚，

寄托希望或是为了让宗教事业更好发展。其财产归属都应该属于这些宗教活动场

所，这是符合捐献目的的。正因为是这样, 宗教财产的归属就不应该依资金的来

源确定。第二,宗教活动场所寺观教堂参与法律所允许的各项民事活动都是独立进

行,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一方的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实际上具备了独立的法

人资格。第三, 由于各宗教都有自己的规章戒律，不允许宗教神职人员占有这些

财产，并且宗教活动场所大多有各自管理委员会，因此也为宗教财产归属宗教财

团法人提供了现实条件。[21]综上，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宗教财团法人是可行的，宗

教财产应归属于宗教财团法人。属于宗教财团法人所有的宗教财产应包括：信教

群众的捐助，宗教活动场所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法律规定的除外），宗教活动场

所提供宗教服务的收入和宗教活动场所门票的收入，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

和宗教出版物的收入，政府资助和其他合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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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财产法律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对于保护宗教财产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相对很多

国家还处于探索性阶段。我国各宗教与海外的关系源远流长，来往密切。因此，

宗教财产的保护或多或少也受到国外的一些影响。如今宗教的国际间交流也日益

广泛和深入，国外关于保护宗教财产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会对我国产

生启示作用。认真考察国外关于宗教财产关系的立法状况，对于更好保护我国的

宗教财产有开拓思路，借鉴参考的积极意义。日本及美国的宗教财产方面的立法

相对有特点，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向来倾向于制定统一成文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

以单行法规及判例为主，日本和美国就是两大法系对宗教财产立法的典型。 

 

4.1 日本对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 
日本的《宗教法人法》遵循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一个明显特征就

是圣俗分离，法律只规范宗教为了宗教活动而拥有和运用财产等世俗方面的事，

对于宗教传播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培养信徒等宗教活动不予干涉。日本《宗教

法人法》对财产的保护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2] 

1、将宗教法人所拥有及运用的财产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指各宗教从事宗

教活动所必要的宗教礼拜设施，如信徒所膜拜的神像、神殿内呈放的法器宝物、

信徒活动的场所建筑物，如本殿、拜殿、本堂、会堂等在信徒心中具有神性色彩

的财产。第二类是属于宗教法人所有的各种固有土地，在该法第三条第二款到第

七款列举的如“参道”用地、举行宗教仪式之土地、庭园、山林及其他用以保持

庄严或宗教风格之土地等。第三类是除上述有神性色彩及土地以外的财产，比如

来个各方的捐献、宗教法人通过自养经营获取的收入等一切合法收入。宗教法人

法确定了上述三种类型的财产归宗教法人占有、管理及使用，可以说在法律上明

确了宗教财产归属[23]。 

2、对宗教法人所有的财产实行严格保护，宗教法人对其合法财产有完整的支

配权，任何个人和其他单位不得侵犯。除国家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征用外，

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占有和使用。 

3、宗教法人的神职人员按宗教财产收入的一定比例获取薪金。信徒所捐献的

财物和进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等所获得的宗教收入，全部归宗教法人所有，神职

人员不能将其占为己有。如果信众捐款给神职人员并且接受了，就被认定为行贿、

受贿行为。 

4、规定了宗教法人可以享受种种不纳税优惠。具体可以分为下列三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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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宗教活动相关行为所得收入免税。比如信徒向宗教活动场所捐献财物的收入、

受委托进行法事活动的收入等各种宗教活动收入不需纳税。第二种是宗教法人从

事公益事业所得收入免税。比如寺院经营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等公益事业，其所得收入也不需要纳税。第三种是一般收益行为如自办产业、

出售宗教纪念物等收入将依法纳税，但税率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24]。 

5、建立责任役员制度，宗教法人法第十八条有规定，宗教法人中设三人以上

的责任役员，其中一人为代表役员。设立此制度类似公司法上的董事会，但区别

在于其只是宗教法人处理世俗事务的工作机关，宗教神圣方面的事务则由主持、

宗主等高位神职人员管理，体现了该法圣俗分离的原则。该法要求代表役员和责

任役员在处理宗教财产时，要充分考虑到宗教的教义、习惯、传统等因素，对其

合理利用，不能随意用于其它目的及滥用。 

6、公告制度，该法要求宗教法人必须在章程中写明公告的方法，向信徒和利

害关系人公告宗教法人财产处分情况，如处分不动产或动产目录所载之法物。如

果宗教法人没有进行公告或公告方法不当，信徒和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政

府相关部门就会进行处理。通过公告制度，可以使宗教财产的利用情况更加透明，

这也是该法赋予信徒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监督权，从而更好保护宗教财产。 

 

4.2 美国对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和50个州的法各成体系，各州的宗教事务属于

州法律的管辖范围。因此美国没有专门制订宗教法，有关宗教财产问题的相关内

容集中体现在1987年出台的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中。关于宗教财产的保护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25] 

首先，该法第2.02条规定在法人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中写明法人为宗教法人，

这样才能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在3.02条规定了每个法人可以购买、接受或以其他

合法方式获得财产，并对其财产享有完全的权利。从而可以看出宗教法人是宗教

财产的权利人。 

其次，8.01条规定每个法人必须设立董事会，法人事务在董事会指导下管理。

8.31条规定了董事的利益冲突，只有符合特定程序的条件下，宗教法人的董事享

有冲突利益的交易活动才可以被批准。8.32条规定法人不得为董事提供担保。这些

关于董事规定的条款限制了董事对宗教法人财产的滥用。 

最后，该法第十二章都是规定非营利性法人财产出售问题，当然也包括了宗

教法人。该章将出售财产分为日常业务活动中的财产和日常业务活动外的财产。

第12.01条规定，宗教法人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期限和条件以及对价，可以在日常业

务活动中出售、出租、交换或者以其他方法处分其全部财产。还可对债务履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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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抵押、担保、捐赠（不论是否有追索权）或者在其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设定其

他负担。第12.02条规定法人如处分非日常业务活动的财产，需经特定人员授权，

并对特定人员做出一系列规定。如批准是通过成员大会决定，就应向成员大会所

有成员发布通知，且需说明会议目的是处分财产。如批准是董事会通过成员投票

决定，批准交易的文件就要包括交易活动说明的复本或概要。处分财产被授权后，

如果根据提议该交易的决议的程序要求批准交易的成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不采取进

一步行动的，交易活动可以被放弃(受任何合同的约束)。这些都是对处分法人财

产设定一定的程序，从而防止财产的流失。 

 

4.3 域外宗教财产法律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宗教法人法是依据日本宪法所标榜的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仅

尊重宗教团体的自由和自主性，也关注其责任与公共性。其以民法上的法人理论

为基础，加上宗教的特殊性，对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赋予了法人地位，之后，对

宗教法人的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使其有了活动准则。宗教财产归属于具有法人

资格的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在宗教财产受到不法侵害后，规定了救济手段。

实践证明，日本宗教法人法实施后，之前依宗教法人令的宗教法人或改换，或遭

淘汰，但宗教法人数仍有十八万之余，此法对宗教财产的有效管理，日本宗教的

兴盛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26]。 

    美国拥有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中很多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因此美国具

有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都在美国有信徒。从美国

宗教财产立法情况来看，美国人没有专门对宗教立法，只是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

包含了有关宗教的内容，以历史的角度看来，美国政府对宗教财产问题的治理基

本上是成功的[27]。 

尽管日美两国对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各有特点，但有相似几点值得我国借鉴：

第一，都规定了宗教组织通过登记可以成为宗教法人，宗教财产归属宗教法人所

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建立现代法人制度，明确宗教实体的法律地位因而

可以以其名义独立实施法律行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各宗教法人都

有其章程，宗教财产的使用要受到章程及法律的双重约束，当发生宗教财产归属

纠纷或宗教财产受到侵害时，宗教法人可以为适格主体参加诉讼。第二，在宗教

法人内部设立了管理机关，如日本的责任役员制度，美国的董事制度。一定额度

宗教财产的使用都需通过宗教法人的管理机关通过多数决做出表决，这些管理机

关都对宗教财产的合理使用做出决策，从而确保宗教财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也限

制了宗教财产被个人使用。第三，对宗教财产进行分类，在处分不同类的宗教财

产时，采取不一样的程序。如日本将宗教财产分为基本、特殊与普通三类，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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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处分要求不严格，而对于基本与特殊两类财产，则设立严格程序。美国分

为日常与非日常两类，在处理非日常宗教财产时，要设置比处分日常财产更严格

的程序。我国也应按宗教习惯，我国国情等因素将宗教财产进行分类。第四，政

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间接扶持宗教法人发展。日本按宗教法人所从事的不同事项

对税收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美国使宗教法人免交联邦所得税和许多州一级的税种，

更有一个亮点是其他纳税人向宗教法人捐献的财物可以列入抵税部分。 

按照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和现实国情来看，借鉴日本宗教法人法的经验及长

处更为妥当。从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来看，其对宗教法人的特殊性考虑较少。

我国与日本当前对待宗教的态度及政策上，两国也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因此考察

其宗教财产保护立法宗旨及运行实践，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有重要借鉴意义。 

 

 

 

 

 

 

 

 



 

16 

 

5  我国对宗教财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文革”期间，很多寺庙、道观及教堂被拆，他们的财产被强占征收。在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积极贯彻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修复受损宗教活动场所，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使得大部分宗教财产得以返还。但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关于宗教财产保护的却是少

之又少。[28]如今，我国已经在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中确立了保护宗教财产的相关规

定。作为我国根本法的宪法，其第三十六条体现了我国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

及保护，从而确立对宗教事业的支持，对宗教财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5.1 宗教财产法律保护在我国的立法梳理 

尽管有些宗教财产带有神圣化的色彩，但宗教财产还是一种民事财产，需要

法律对其加以保护。我国目前仍未制定专门的宗教法律，对于宗教财产的法律保

护，主要体现在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

这在我国宗教法制建设上算是一座里程碑，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宗教的关心与尊重。

同时宗教财产的规定还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款中，如《民法通则》、《房产

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等。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基本都有地

方性法规的宗教事务条例。通过查看这些条文，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对宗教财产

保护的方面：[29] 

（1）肯定了合法的宗教财产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如

《民法通则》第七十七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

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

有、使用的文物。”《陕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一条“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使用和管理的房屋、林木和其他建筑

物、构筑物、设施、用品，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 

（2）规定特定的宗教财产不能出让、抵押。如《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

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四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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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未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出租。宗教活动场所用

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

者作为实物投资。”这是因为进行宗教活动的宗教活动场所是信徒心中的净土，

不应进入到市场经济流通中。 

（3）国家对宗教财产实行税收优惠，如《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中规定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房产

税暂行条例》第五条中规定“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营业税暂行

条例》第八条中规定“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六条中规定“宗教寺庙的自用土地免缴土地使用

税。”国家通过这些免税待遇，间接支持了宗教事业的发展。 

（4）规定在城市改造中，对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进行拆

迁改造必须经一定程序。如《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三条“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

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

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

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江苏省宗教事务

条例》第三十二条“因城乡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

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事先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

并征求当地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后方可拆迁。宗教活动场所的拆迁安置，应当便于信教公民的宗教

生活。”宗教活动场所直接关系到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感情等诸

多敏感因素，所以对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拆迁改造设置了较为严格的

程序，并规定事后补偿重建等措施，对其实行特殊保护。 

（5）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通过接受捐赠及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

获得合法收入，这些收入必须用于宗教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如《宗教事务条例》

第三十四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获收益以

及其他合法收入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第三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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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

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八条“宗教组织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可以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和其他与

该宗教组织宗旨相符的活动。”第四十二条“宗教组织可以利用其依法所有、使用

的房屋、土地、山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经营服务活动，也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企业，其收入由该宗教组织用于与其宗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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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活动。” 

（6）对于宗教财产应该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审计制度，接受政府部门，信

教群众的监督，各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要保障宗教财产的合理利用。如《宗

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

税收管理制度。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

布。”《陕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宗教财产实行民主管理。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

构进行财务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每半年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

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向信教公民公布接受、使用捐赠的情况。” 

可以看出，我国对宗教财产的保护结合了宗教财产的特殊性，考虑到宗教财

产在信徒心中的神性色彩，规定了宗教财产的用途、宗教财产的财务制度以及税

收方面的优惠等，这些也与国际上有经验的国家取得了一致步调。 

 

5.2 我国宗教财产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宗教财产的保护，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确立了解决我

国宗教财产的基本原则，初步建立了保护宗教财产的法律体系，在宗教财产保护

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及政教分离提供了保证。但是仍存

在一些问题，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法律依据不足。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显然应该成为具有主导

性作用的规范依据，但我国对宗教财产的规定及保护仍然显出以政策为主导，法

律为补充手段的特点。这与当今的法治精神是不符合的。政策性文件针对宗教财

产的可操作性或许较强，但缺乏理论的高度及深度且政策稳定性不如法律，有可

能频繁改变，令执法者无所适从。不可否认，这些宗教政策以前确实解决了很多

关于宗教财产的权益纠纷，但宗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与时代发展相

联系的，而不是一层不变的。[30]如今宗教财产问题已经复杂多样化，仍以政策为

主，不但效果不好，甚至会出现党政越权嫌疑。所以一方面要注重对宗教财产的

立法保护，不能将政策作为保护宗教财产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实

践经验，将切实可行的宗教政策转化为法律，这样才能更好保护宗教财产。 

2、宗教财产归属不明确，不利于保护宗教财产。梁慧星老师在物权法草案第

五次修改稿中指出，“物权法草案几乎对所有的财产类型都设有明文规定，而偏

偏不规定宗教财产的归属，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与党中央和政府关于保护宗教

组织和信教群众合法权益的一贯方针，是不一致的！”[31]遗憾的是，随着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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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我们还是没能看到关于宗教财产归属的规定，宗教财产是解决宗教团体

自养和宗教教职人员经济生活问题的物质基础，涉及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和民族团

结，它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我国目前法律是没有明确宗教财产归属的，

即便《宗教事务条例》中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

护，也只是说明了两者具有宗教财产的主体资格，仍没指明宗教财产的归属。明

确了归属，才能有效保障权利人对宗教财产的处分、占有、使用及收益，当宗教

财产遭到不法破坏时，才能更好主张权利。 

3、现行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造成执法问题。《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

财产保护的规定只是大概给了一个规范方向，没能进一步细化，导致这些条款在

实际操作时，落实当中会发生困难。如第三十六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

当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减

免优惠。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这

里只说应该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上报财务收支等情况，可是

实际中如何操作以利施行，没有说明，以适当方式向信教民众公布，何为适当？

这些执行力不强的条款一方面可能导致有关政府部门对宗教财产的管理监护不严

格，在具体运用条文时茫然无措。另一方面使得有关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过于宽

泛，执法的随意性大。大多数的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可能对条文规定只是

做表面功夫，敷衍了事。而在实际中的账目收支混乱不清，财产去处不明，这些

都不利于宗教财产的保护。 

4、关于宗教财产的多层立法，不利于司法统一。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

但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财产都按

地方性法规去对待处理，这就产生了不同地区的宗教财产受到不同的保护。这样

在宗教财产问题上出现纠纷时，就可能出现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却有

着不同的审判结果的后果，这是与我国一直追求的司法统一所不符的。虽然地方

化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反映了各地社会的差异，但在强调全国司法统一的情况下，

还是应当尽量加以避免。因此，应在全国统一制定一部关于宗教财产的法律以期

更好保护宗教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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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善我国宗教财产保护的立法思考 
 

宗教财产作为宗教存续的必要物质条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关宗教财产

方面的立法一直受到宗教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我国很多著名法学家也提出如今对

宗教财产的保护应提到立法议程上。法律对宗教财产的保护，体现在立法、执法、

司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方面。其中立法为基本，是执法、司法等法运用的前提。

有了完备的宗教财产立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政府对宗教财产的利用也能更合

理地监督，确保宗教财产不被滥用。在过去主要依靠政策的保护方法明显法律依

据不足，当今我国提倡的法治社会，在对有关宗教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时必须以法

律为主。因此，通过做好立法环节来对宗教财产进行保护值得思考。 

 

6.1 完善我国宗教财产保护的立法指导思想 
首先，将宗教财产分为普通与特殊两类。宗教财产具有特殊性，其中一个明

显原因是其中一些财产直接参与到信徒进行的宗教活动当中，因而带有了神性色

彩，对于这些特殊财产应该区分于其他普通的宗教财产。在立法上应考虑到信徒

情绪，宗教习惯等，对如神像，宝物，宗教互动的礼拜设施等这些财产给以特殊

保护。 

其次，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予以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教世俗化的加

强，宗教财产来源也越趋增多，宗教财产形式不可一一列举。因此，对于宗教财

产的范围在立法条款中应列举典型，通过概括式立法模式给予明确。 

再者，对宗教财产主要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宗教财产有其特殊性，但现实

中更多体现为一种民事财产，而且我国一直奉行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宗教

政策，由此就决定了对宗教财产主要应采用民法与经济法的手段进行保护。行政

调整手段则居于辅助地位，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宗教财产不应过多干涉，只应起

到一个监督与协调作用。刑法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对确属危害到宗教财产

的犯罪行为进行规制。 

接着，对宗教财产的保护主要通过内部建立健全管理财务体制与外部加强监

督来实现。我国很多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还是在用以前的内部管理使用体制，

这些内部管理体制敝端诸多，如具体管理程序不规范，管理随意性大，登记使用

人与真正使用人不相符等，使宗教财产不能得到合理有效利用，以致造成极大的

浪费。因此，在立法中应说明对宗教财产的管理采用现代化财务管理制度，并根

据相关法规进行细化，努力解决宗教活动场所在财务及会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着力从制度上遏制宗教内部滋生的腐败，并且积极引导宗教界将宗教财产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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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度用于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外部监督主要是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对

于本组织的财务情况进行公式公布，提供全面真是可信的信息，接受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及信徒们的监督。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个别神职人员以权谋私和财产不被滥

用，以维护宗教信用。 

最后，对于宗教财产的侵害，也要规定出内部责任与外部侵权的处理罚则及

救济手段。 

 

6.2 完善我国宗教财产法律保护的具体建议 
6.2.1 实行宗教法人制度，规定宗教财产归宗教法人所有 

①赋予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规定其经行政机关批准可依法登

记为宗教法人，宗教法人需设章程，在不违反法律前提下，依照章程目的，享有

权利，承担义务。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需要在法律上有个确切的法律定位，

赋予他们法人资格，可以使他们更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保护宗教财产也更有

法律依据。 

②确定归属，规定宗教财产归宗教法人所有。宗教法人所有财产，只能用于

与宗教活动相关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现在一些企业看到了宗教事业的“钱途”，

妄图借宗教之名大肆撵财，新修宗教活动场所，但其目的是为了赚取香火费，完

全违背了宗教教义。对此，应该确认宗教财产归宗教法人所有，以防止类似情况

发生。宗教财产归属的理论在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详细论述，宗教财产归宗教法人

所有，切实可行。明确宗教财产用途，可以防止财产被滥用，提高宗教财产的利

用率。 

6.2.2 对宗教财产进行分类保护 
根据前述关于宗教财产范围划分的立法指导思想，对宗教财产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特殊宗教财产，主要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动产及不动产，如神像，法器，

信徒修行的大殿建筑等礼拜设施。另一类是普通的宗教财产，即不带有神性色彩

的财物，如信徒及社会各界的捐赠，宗教法人从事经营事业所获收入等。对于特

殊财产给予特殊保护，它不同于一般社会财产，不能让特殊财产进入到市场经济

流通中，不能出让流转，不能进行抵押，不能用作担保等，以维护宗教财产的长

久及稳定性。将带有神性色彩的宗教财产进行世俗的流通，必将引来信徒的非议，

带来社会问题。 

6.2.3 规定宗教财产的管理使用制度 
①参照日本《宗教法人法》对宗教法人设置代表人员与责任人员。代表人员

从责任人员中选举，负责宗教对外事务，类似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对宗教财

产进行处分时，责任人员按照宗教法人章程的规定集体讨论决定，充分考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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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教规，习惯与传统，策划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不

得用于其它目的或滥用[32]。 

②宗教法人应让取得会计资格的人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制定本宗教法人的会计账簿。编制财务报表，报告财务状

况、运营状况和现金流量等，其内容不得随意涂改，以提高宗教财产的利用率，

使宗教财产保值增值。 

③规范财产登记制度，应设立收入登记薄，支出登记薄，由专人进行登记管

理。对于每笔宗教财产的收入，不论是信教群众和社会团体的捐赠，还是宗教的

自养经营收入，都应进行登记。在宗教财产支出时，坚持先登记后支出原则，较

大项目支出，由责任人员讨论集体决定，用于宗教活动相关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

每天进行收支统计，并将登记薄妥善存档[33]。 

④对于宗教法人合并、分立、解散时的宗教财产作出规定。依民法法人原理，

宗教法人合并，宗教财产归合并后宗教法人所有。宗教法人分立的，宗教财产按

照有利于新法人从事宗教活动原则协商进行处理。宗教法人解散的，其财产按宗

教法人章程进行处理或用于公共事业，不按规定的，上缴国库。 

6.2.4 宗教财产监督制度 
①公告宗教财产使用状况。定期（可规定按季度或半年）在宗教法人教刊，

宗教法人场所或使信徒便于获悉的方式向信教群众公开宗教财产使用状况，使宗

教财产使用状况公开透明，接受信教群众的合法监督。 

②行政监督。宗教法人负担每年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呈交宗教法人财政会计

账簿以及各种相关文件的复印件的义务，如实报告本法人的财产利用状况，收支

情况等。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得就相关文件对宗教法人提出问题及建议，确实存在

严重问题时，得以对宗教法人进行处罚。 

6.2.5 税收及不动产拆迁方面的保护 
①对作为收入的宗教财产给予税收优惠。国家对于宗教事业发展，除了政府

的直接拨款外，间接方式就是通过税收优惠来扶持宗教事业的发展。立法应明确

按照国家有关税法及相关法规中的免税条款对宗教财产实施税收减免，减轻宗教

因为交税产生的财务负担，以更好促进宗教事业发展。 

②限制政府滥用公权力。宗教不动产有些是宗教活动的进行场所，有些是神

职人员的生活用房。立法应规定，政府确因公共利益，城市规划需要对宗教不动

产进行拆迁时，要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及该拆迁场所宗教法人相互协商，并经过

严格审批程序，拆迁后要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6.2.6 罚则与救济 

①内部责任。对于负有保管财务会计账簿，登记账簿的人员，遗失或故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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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财务会计账簿，登记账簿的，给予处罚。经责任人员集体讨论处分宗教财产，

造成宗教财产流失，利用极为不当的，责任人员应承担责任，对该决议否定的责

任人员免责。 

②对宗教财产的救济。有救济才会有权利，当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宗教财产上

的法益损害时，宗教法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以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参与诉讼，对

宗教财产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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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语 
 

当谈到宗教财产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觉得此问题很敏感，国内对宗教财

产研究的参考文献也为数不多。但是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我国还将长

期存在，作为支撑其延续的物质基础--宗教财产问题当然也不能回避。本文考虑

宗教财产作为民事上一种财产结合其特殊性，认为法律上应赋予各宗教实体宗教

法人的法律地位，明确宗教财产归宗教法人所有，通过法人内部章程及法律规定

规范宗教财产的合理利用以更好保护宗教财产。 

宗教财产问题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问题，寥寥2万字很难面面俱到。各个宗教

也都有其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教义，本文只是做一个初步性的探讨，对宗教财产

问题提出一些拙见，希望能对宗教财产的保护起到一些作用。 

以胡锦涛主席为主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保护好宗教财产使宗教活动正常有序进行，充分体现了党

和国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定会对宗教事业的

长足发展，维持社会安定繁荣，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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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似箭，回想两年时光，犹如昨日。两年的研究生学习让我获益良多，不

但自己的知识渐长，更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在这两年里，我通过了司法考试，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让我兴奋不已。 

如今，即将毕业，心中感慨颇多，在这里要感谢我的恩师宋宗宇教授，宋老

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老师，但日常又不乏幽默有趣，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我们这

些学生倍感亲切。宋老师的教导有如春风化雨，他的每一席话都能震撼我心，该

论文也是在他的耐心指导下完成的。我要衷心对宋老师说声：“谢谢”！  

我还要感谢所有传授我们法律知识的老师，你们渊博的知识与绝代的风采让

我深刻感受到了法学的魅力，你们的循循善诱我铭记于心。 

另外，我的同窗好友们，两年来多谢你们的关心与照顾，你们刻苦学习，努

力钻研的精神，让我看到了祖国法治美好的明天，你们必将成为社会优秀人才。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求学路上你们一直是我坚强的后盾，世界再大，机会

再多，没有你们的支持，一切也只是浮云。我将竭尽所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谭睿     

二O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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