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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宗教信仰上升为一种人权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宗

教自由权是我国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认定的基本人权

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加之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学界对于

宗教信仰自由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在我国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经常被“冷落”的原因，

宗教自由权的宪法性保障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实践。 

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节，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概说。在本章节，通过研究国内、国际学术界

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且结合相关立法实践，提炼出宗教信仰自

由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的内容，即信仰的自由和活动的自由，并据此提出了宗

教自由权的概念。结合宗教学领域当今流行的宗教市场理论，揭示出宗教自由权

背后隐藏的“秘密”—宗教平等权。进一步指出，平等权的主体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

人，平等权除了其自身独立的作为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之外，还内在的包含

在宗教自由权之中。 

第二章节，违宪审查制度概说。在本章节，首先对违宪审查的制度含义与制

度模式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与宪法监督进行明确的区分，肯定了违

宪审查制度对于宪法实施的积极意义，并且着重分析了违宪审查制度对于保障宪

法上的宗教自由权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节，国外违宪审查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权保护。在本章节，全面考察了

两大法系涉及宗教自由权的著名的宪法诉讼案件。通过还原美、德两国相关案件

原委，剖析了法院在审理宗教自由权案件时的相关因素考量，并且列明了对于宗

教自由权与一般法律义务产生冲突时他国所做的积极地司法探索，以期探明宗教

自由权保护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关系脉络。 

第四章节，对宗教自由权保障之实施违宪审查的基本原则。在本章节，着重

分析了在审理宗教自由权案件时的两大基本原则：比例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对

两大原则的起源、内容和审查标准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审查标准方面，通过分

析西方司法实践，总结了比较有操作性和代表性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宗教自由权，违宪审查，比例原则，政教分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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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igious belief develops into a human rights protected by law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Religious liberty is not only one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protected by constitution, but also one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maint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due to long term contradiction existing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and weak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academia don’t study deep enough at the 

religious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 as a fundamental law, is often left out, the aim of 

the effective constitution guarantee to the religious liberty can’t be achieved. 

This article has a total of four chapters except the part of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summary of the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rough study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and cert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will extract two essence contents about the right: the freedom of 

the belief and the freedom of the activity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Religious 

Liberty. Refer to the popular religious market theory, the hidden religious equality is 

discovered. What’s more, human is not the only subject of the right.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right of equality is not only 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 but also a part of the right 

of the Religious Liberty.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summary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First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meaning and the model of this mechanism and then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econd, it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Religious Liberty,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on to the right of 

the Religious Liberty in abroad .Many famous cases about the Religious Liberty exist in 

countries in genealogy of law. Through studying the causes、trial and verdicts of the 

cases occurred in Germany and America and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at the judges 

considerate in these processes, it expec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igious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What more important is the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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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s the countries have taken when fac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Religious 

Liberty and general legal obligations. 

The forth chapter i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Religious Liberty. The propor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at the trial of such cases.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ir origins、

contents and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Especially for the latter, summarize and put 

forward the scheme is of great practical necessity. 

 

Key words: Religious Liberty,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V 

 

目    录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1 引  言 ......................................................................................................................................... 1 

2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概说 ................................................................................................... 3 

2.1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内涵 .................................................................................................... 3 

2.2权利的重新命名—宗教自由权 ............................................................................................ 5 

2.3隐藏的“秘密”—宗教平等权 ................................................................................................ 5 

2.3.1宗教平等权的价值 ........................................................................................................ 6 

2.3.2宗教平等权的内涵 ........................................................................................................ 7 

3 违宪审查制度概说 .............................................................................................................. 9 

3.1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 ............................................................................................................ 9 

3.1.1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模式 ............................................................................................ 9 

3.1.2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的区别 ........................................................................................ 9 

3.2违宪审查制度的价值 .......................................................................................................... 10 

3.3宗教自由权与违宪审查的关系 .......................................................................................... 10 

4 国外违宪审查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 12 

4.1美国“动物祭祀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分析 .................................................................. 12 

4.2德国个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分析 .................................................................................. 14 

4.2.1“慈善废品收购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 14 

4.2.2“宗教证词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 15 

5对宗教自由权保障之实施违宪审查的基本原则 ............................................. 16 

5.1比例原则 .............................................................................................................................. 16 

5.1.1比例原则的起源和内容 .............................................................................................. 16 

5.1.2宪法位阶的比例原则——作为违宪审查的标准 ...................................................... 17 

5.2政教分离原则 ...................................................................................................................... 19 

5.2.1政教分离原则的起源 .................................................................................................. 19 

5.2.2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 .................................................................................................. 20 

5.2.3政教分离原则的审查标准 .......................................................................................... 21 

6 结  语 ....................................................................................................................................... 25 

致    谢 ....................................................................................................................................... 26 

参考文献 ....................................................................................................................................... 27 

 



 

1 

 

1 引  言 
 

目前，我国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和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研究在学术

界进行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

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宗教自由”、“宗教信仰”、“宗教权利”等关键词，可以

分别查询到 12579、264861、1345 条文献记录，检索“违宪审查”关键词的记录为

14900条。在这些已查询到文献中，题目中包含“法律保护”、“限制”、“宪政保护”

字眼的文献居多①。这些学术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对于宗教自由权利的

保护：一，宗教立法方面。关注这一方面的学者的主要观点往往比较一致，他们

认为现有的我国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不能适应宗教

自由权利保护的发展需要，同时我国现有的保护宗教自由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中

存在着彼此脱节的问题，因此制定一部单独的《宗教基本法》迫在眉睫并且相应

的立法条件也已具备。与此同时，可以在已有宪法条款中加入“政教分离”原则，为

国家权力处理宗教事务时划定一条界限②。二，宗教自由权利的限制方面。关注此

方面的学者认为宗教自由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方面来讲应该重视其相对性，

例如强调宗教活动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禁止外国势力的干涉；禁止危

害公民合法权利和身体健康等③。三，在政教分离原则的论述方面，一直以来学者

都将重点集中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信教条款”和“不得设立国教条款”，从而展开对

其内涵的论述，并藉此探讨我国在宗教团体自治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四，在违

宪审查制度对宗教自由权利的保障作用方面，一些学者将宗教自由权利同其他人

权做类型化处理，着眼于对违宪审查制度在权利保障方面的功能进行分类考察，

其理由是“违宪审查涉及行政、刑事、民事、经济等众多的领域，每一领域从不同

的角度又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权利，因此仅仅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很难全面了解”④。 

分析学者关于宗教自由权利保护的已有成果，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一，目光过多的停留在问题“静”的层面，而没有涉及“动”的层面。例如对于政

教分离原则内涵的论述和对于宗教自由权利内涵的论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

“不厌其烦”程度，除了引述欧美学者的已有观点和介绍立法现状以外并没有实质进

                         
①
例如蔡高强：《论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我国的宗教立法》，《湘潭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 2002 年第 1 期；巫升海：《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5）；
杨合理：《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新探》，《学习新探》2011年 12月第 12期等 
②张婧：《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中国商界》2010年第 11期；郭田珍，《宗教信仰自由与中
国宗教立法的宪政审视》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 
③杜量：《浅析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湘潮》2008年第 7期 
④赵立新：《日本违宪审查制度—一个法史学视角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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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果说宗教自由权利的保障问题在哲学上来讲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的话，那

么我们现在多数学者所做却是着墨于“是什么”。二，太过于重视立法在宗教自由权

利保护方面的作用。诚然，立法的完善是权利保障的前提，但是任何人都知道立

法不是一蹴而就的，立法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非结果。在现有法律体系下，

如何最大限度的达到权利保护的目的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三，违宪审查制

度与宗教自由权利保护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近乎空白。正如上文所言，关于违宪审

查制度研究的学术论文不少，关于宗教自由权利研究的学术论文也不少，但是将

两者结合起来，从违宪审查的视角下来看待宗教自由权利保护的专著或者论文鲜

有。四，在相关讨论对宗教自由权利进行限制的学术文章中，部分学者提及了诸

如比例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意义，但是对于这些原则的具体审查标准却进行了

有意无意的回避，并且笔者自身也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也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宗

教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才讨论。 

正是认识到这些，笔者在本文中将突破以往学者在探讨该问题时人为划定的

泾渭界限，从违宪审查制度保障人权的功能视角出发，剖析在此过程中制度的具

体运用，并探讨需要注意的相关原则及其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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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概说 
 
2.1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内涵 
由于宗教改革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的密切的关系，宗教信仰自由上

升为一种人权而受到人类社会的关注亦始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其中美国弗

吉尼亚州于独立战争之后颁布的《宗教自由法案》成为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权

利的首部法律文件。之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法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宗教

信仰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的规定成为各国宪法争相学习效仿的榜样。20 世纪中叶

以来，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高涨，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也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予以

了明确规定，可以说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护越来越充分，相应的对于

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

认识分歧却仍然存在。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概念究竟是怎样定义的，它又包含哪

些方面的内涵？至今学术界莫衷一是。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讲，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宗

教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信条和仪节。因而宗教信仰自由也就包含两种自由：信

仰自由和礼拜自由。前者也就是通常我们所熟知的“任何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

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

有信仰一种宗教中这种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另一种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

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它是属于思想范畴层面的自由。

至于礼拜自由，即任何教徒可以自由的举行本教的仪节，诸如祈祷、典礼、唱诗、

听道等等，国家和他人不得进行强迫或者干涉行为。[1] 

第二种观点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

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权利体系而非单一的权利客体，具体来说包含了信

仰的自由、活动的自由、仪式的自由甚至是传教的自由。[2] 

第三种观点则明确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涵盖思想和活动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不

仅包括信仰上的自由，还包括宗教行为上的自由。具体说来前者涵盖信教自由和

择教自由两方面，后者则囊括出版、集会、结社、传教、捐赠、教学、仪式等一

系列宗教活动所具有的行为方式。[3] 

在立法层面，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各个阶段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对于宗教信

仰自由的表述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

七项规定: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七项规定: 人

民在法律范围内, 有信教之自由。193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 中华

民国人民, 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1937 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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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定: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1947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

定: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1935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三条规

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 绝对实行政教

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 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

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 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

在。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

教信仰的自由。197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公民有信仰宗

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任何人不得利用

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

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4] 

研究这些条文，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定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关于宗教信

仰自由的规定在条文字数上要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宪法性法律文件关于此项权利的

描述，在内容上而言，前者也更加突出不信教和宣传无神论自由的内容，虽然明

显是受到执政党所尊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不信教的自

由确实是此权利本身所包含的一个方面。至于有无必要将其单独列出，并不属本

节所要论证的范畴。 

就国际范围来看，各国宪法性法律文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条文的表述也各有

不同。根据一项学术资料统计，全球主要的 142个国家中，除了 15个国家的宪法

性法律文件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以外，其余 127 个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文

件有的对该权利表述有三种描述形式①。一种为仅描述为宗教自由，一种仅描述为

信仰自由，第三种则涵盖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5]而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一系列

影响广泛的国际人权文件中，“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常常置于并列的地位。如《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条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

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①
根据荷兰法学家马尔塞文截止 1977年的一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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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权利的重新命名—宗教自由权 
在分析了上述国内外立法及理论层面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字面表述及内涵

阐释之后，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研究，各个学者的观点事

实上差异并不是很大。譬如，前文第一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究其深处，都认为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无外乎包含两个方面：信仰的自由和活动的自由。前者是人的思

想意识层面的，后者则指向具体的宗教有关的活动，属于行为方式的范畴。至于

第二种观点，其实只是将活动自由下属的更低一级的自由分支上移，仪节自由和

传教自由难道不都是活动自由的一部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权利的条文表

述方面，无论是我国的已有的宪法性法律文件，抑或是国外规定了此项权利的宪

法性法律文件，再或者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公约，都有“信仰”一词在权利的命名

中出现。 

笔者大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信仰”一词在该权利命名中有存在的确需必要

吗？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信仰”的含义。“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

宗教的极度相信和尊敬”。 [5]由此可知，“信仰”一词指向的是人的内心思想倾向，

它的涵盖范围具有单一性。而上述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内涵的分析已经毫无疑义

的明确了该权利具有思想和活动两个方面的意义。用一个单一范围指向的词语为

一个具有双重范围指向的事物进行命名实有不妥。因此，笔者提出用另外一个命

名来代替以往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宗教自由权。 

其实宗教自由权这个命名并不是笔者所创，如前所述，在相关国际公约和其

他域外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宗教信仰和宗教自由常常置于并列的地位。只

不过笔者提出的宗教自由权的概念其范围要更大一些。不仅有信仰自由，还有活

动自由。综上，宗教自由权是指公民遵从个人的内心指向，自由地信仰或者不信

仰宗教，并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容地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基本权利。即它包

含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前者是绝对的自由，后者是相对的自由。 

 

2.3隐藏的“秘密”—宗教平等权 
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提出了著名的宗教经济学或者说宗教

市场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预设是：跟物质经济一样，宗教也存在着类似的供求

交换关系，构成一个宗教经济或市场。宗教经济是由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宗教活动

所构成，包括一个现在的和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寻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的

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他们认为，任何社会中的宗教需求都是

相当稳定的，“所有宗教经济都包括一套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区位，区位是共有特

定宗教喜好的潜在信徒市场区段” [7]。由此分析，一个社会中宗教格局出现重大变

化，不是由于人民宗教需求的改变，而是由于宗教供给的变化。源源不断的、持



 

6 

续的、稳定的宗教供给必定建立在特定的宗教存在状态之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

第一个宗教开始直至今日，一些宗教消亡了，而另一些宗教持续延续到如今，还

有一些新生宗教在不断产生，当然邪教不在该列。在消费需求稳定的情况下，信

徒作为宗教的消费者其消费的权利也就是信仰的权利在前文已经描述是自由的，

各个宗教或者教派以怎样的状态呈现在消费者亦即信徒面前？就如同集市上出市

的摊贩那样，只要你的供给物品是合法的、健康的、无害的，并且愿意接受监管，

都可以享有平等的展示产品和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这就引出了宗教自由权背后

隐藏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秘密”—宗教平等权。 

2.3.1宗教平等权的价值 

渊源于古老的追求“平等”的夙愿，平等权始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载入到宪法之

中。早在古希腊时期，先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宣扬自然法意义上的平等

观念，之后霍布斯、洛克在各自的著作中为我们描绘了更为清晰的平等价值观，

在他们看来平等权是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和根据。资产阶级革命中，与民主、自

由价值一道，平等亦成为革命领导者呼喊的口号从而为广大人民所追捧，不得不

承认平等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写入近代各国宪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巨

大的进步。 

但是，多数学者和立法者似乎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平等权只能存在于

基本人权的范畴，平等权的主体只能是或者说应该是人。例如，美国的《独立宣

言》中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日本宪法第 14条规定：“一切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关系中，不得因人种、信仰、性别、身份及门第而

有所差别。不承认华族和其他贵族制度。荣誉、勋章和其他荣典的授予，不附任

何特权。授予的荣典，其效力只限于已接受者和将接受者一代。”德国基本法第 3

条规定：“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三，任何人都不得

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和血统、信仰或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

待。”俄罗斯宪法第 19条规定：“一，在法律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二，国家保障

人民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平等，不管其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出身、财产、

职务、居住地、宗教态度、信仰、所属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情况如何。禁止以任何

形式以社会、种族、民族、语言或者宗教属性去限制公民的权利。三，男女享有

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和实现权利与自由的平等机会。”在这些立法者看来，本来，人

在人种、性别、天资以及能力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先天性差别，要消除这些

差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同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与人之间

都享有相同的尊严，人在自由品格的认定方面必须被平等对待。也即，在自然状

态下人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同样自由，因此所有的人都被赋予同样的

自然权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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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此种关于平等权的享有主体仅仅局限于人这个群体的观点似不正

当。其实，借助前人对此种理论的解释，我们将其放置于宗教之上会发现竟同样

合理且适用。各个宗教，当然这里仍然将邪教、迷信等剔除在外，在其产生、发

展、教义、教旨、历史渊源、教派以及领袖等方面都必然存在先天的不同，试图

消灭这些差别当然是可笑的，否则今天的世界也不会有三大宗教之分了，但是，

这些不同宗教得到人们信仰的权利却必须是相等的，法律必须公平的保障其被信

仰的权利。就如同在中国，道教是本土生长并发展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

教等都是外来宗教，可是我国的法律，包括执政党的政策对于它们都是平等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居民都有自由信仰某种宗教的权利且这些权利不受任何

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从这一点上来说，笔者认为宗教自由权与近代宪法平

等观念的要旨是吻合的。当然，除了“形式上的平等”，现代宪法当中的平等权具有

更多“实质平等”的精神和内涵，宗教平等权意义上“实质的平等”应该是在充分认识

各宗教的个体特征、权利客体特质及发展状况的基础之上，依照事物发展的规律，

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禁止歧视性要素的存在，以求达到平等

权保障的终极价值—法律的正义价值。 

2.3.2宗教平等权的内涵 

作为一项由基本权利在权利主体方面延伸所揭示而来的“幕后”的权利，宗教平

等权的内涵基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各宗教享有法律范围内的平等地位和平

等权利。首先，面对各宗教及教派，法律必须保持中立的姿态，不能厚此薄彼。

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中，各宗教及教派的地位是相同的，都有受到社会中的人平等

信仰的权利，即既可以信仰这种宗教，又可以信仰那种宗教，既可以信仰某种宗

教中的这种教派，又可以信仰此种宗教中的彼种教派。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国家不

得凭借权力设置国教，从此种意义上说，宗教平等权又与宗教自由权下的政教分

离原则一脉相承。其次，在法律适用方面，各宗教及教派是平等的。任何宗教及

教派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一旦违反了法律或者从事的活动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则必须毫无差别的受到法律的纠正与制裁。二，禁止歧视对待各宗教、

教派以及其信徒。这一点与传统的作为基本人权的平等权的要求基本一致。即不

得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给予信徒歧视待遇。“歧视”是平等权实现的重要障碍。因此

平等权要想得到充分的实现必须首先做到反对歧视。除了差别对待无法找到合理

的辩护理由这一认定歧视构成的基本条件之外，实践中也存在很多不平等现象，

这些现象本身并不一定是由于歧视存在的原因，但是因为不利后果的出现往往造

成“歧视效果”的存在，而事实上是并不存在歧视的。如何正确认定是否存在确确实

实的歧视，美国在违宪审查实践当中归纳出一种办法：即区分“歧视效果”与“歧视

意图”或“歧视目的”。仅具有“歧视效果”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违宪歧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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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事实充分，能够构成“歧视意图”或“歧视目的”的情况下，政府行为才侵犯宪

法第 14 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9]这一实践解决方案虽然针对的是对人的平

等权的侵犯，但是在对宗教平等权的侵犯认定上同样适用。三，禁止或废除一切

特权和贵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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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违宪审查制度概说 
 
3.1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 
3.1.1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模式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依据宪法、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或惯例而享有违宪审查

权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政党的具体行为进行审查，

并对其合宪性作出最终裁决的制度。[10]宪法是宪政的基础，而真正的宪政的实现

离不开成熟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正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各国对民主宪政的孜孜

追求，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兴起和确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运行比较

成熟因而受到青睐的违宪审查模式主要有司法审查制和专门机关审查制两种。前

者是指以 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为标志而最终形成的普通法院享有违

宪审查权力的模式，后者的专门机关则是指在德国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国的

宪法法院，[11]具体而言也就是此二者机关享有违宪审查权力的模式。 

3.1.2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的区别 

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监督制度都是宪法实施过程中十分重要两种保障制度，

它们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和作为一国根本法的地位得以保证实现的守护神。正是

由于共同的目标功能指向，再加之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仍处于学习

研究阶段，国内许多学者将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监督制度混为一谈，认为两者是

同一事物。其实，这两种制度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宪法监督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采取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保证宪法不被

违反，并得到完全的、正确的实施的措施。从其含义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主要

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在监督主体上，宪法监督的主体比较多样，上至议会、

法院、国家机关，下至公民，均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民主权利。反观违宪审查制

度的主体则具特定性。其一般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或具有最高法效力的宪法判例或

惯例所指明的特定机关，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德国的宪法法院和美国的联邦最

高法院。二，在对象方面，宪法监督的对象相较于违宪审查的对象则更加广泛。

对于前者来说，但凡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官员的行为均属监督之列。而对于

后者，主要指国家的法律文件和宪法、法律所明确的机关及人员的行为。三，在

程序和形式方面，宪法监督的程序和形式受主体多样的影响而并不局限。例如实

践中选民的罢免权，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等。而违宪审查制度的程序与形式则相对

固定，如美国依诉讼程序进行，德国依联邦宪法法院设置的程序进行。四，在效

力方面，一般主体进行宪法监督行为所产生的效力往往不及特定的违宪审查机关

依法定程序实施违宪审查产生的法律效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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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违宪审查制度的价值 
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基础和重要标志。

完善且成熟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国宪法由“文本上的宪法”转向“活的宪法”的保证。

从宪法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关系来讲，后者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解决宪法冲突，从而实现宪法的价值。就这一点来讲，违宪审查制度的价值即是

宪法价值的保障和实现。现代宪法从内容上来讲无非包含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国家权力的分配。在这两者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

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权保护观念越来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公民基本权

利的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渐渐超越国家权力分配部分的地位。例如，我国现行 1982

年宪法与 1978年宪法相比，在条文结构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就被调

整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12]如此一来，按照逻辑思维延伸，违宪审查制度的价

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和维持既有的国家权力分配结果，并且在此两者之间，更加强

调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一方面，立法机关的立法存在对基本人权造成侵害的可能。这一点无论是英

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都予以承认。立法机关虽然作为一种民主价值的代言，但其

中可能蕴藏了“多数人的暴政”，[13]而宪法的意义在于其不仅保护多数人的权利，

而且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也能吸纳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如果不对立法本身加以限制，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同样可能侵犯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

法 ，其条文本身的内容往往比较抽象、宏大。在公民基本权利的章节，宏观上涵

盖诸如生命权、健康权、政治权利和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但是这些权利

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则需要下位法予以确定，即宪法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

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由下位法来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从来都是一个从不健

全到逐渐健全的过程，宪法上所列明的公民基本权利在一定时期内往往有可能在

下位法领域内无法得到体现，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来实施保护，

一些国家亦开始宪法司法化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违宪审查制度对公民基本权

利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 

 

3.3宗教自由权与违宪审查的关系 
依据与国家权力的不同关系而形成的不同性质，基本权利可以被划分为自由

权和社会权两大类。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人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下的不同属性

和价值差异为依据，自由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由此宪法上

的公民基本权利就形成了个人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三分法。[14]个人权利

是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的宪法确认，是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

更是自由价值的体现。这种权利的存在和获得以对人的自然性尊重和认可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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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无需国家与社会的前提特征。近代宪法产生初期，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基本

权利大多属于此类权利，如美国《权利法案》中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权利。

这种个人权利构成了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础价值，建立在良心自由

理念基础之上的宗教自由权必然的包含于此种个人权利体系之中。 

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宪法的实施，宪法受到尊重并且在政治生活中得

以最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违宪救济机制。正是这样，宗教自由权与完善的违宪审

查制度的关系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被忽视。在除了宪法之外再没有其他宗教立

法的国家，宪法本身及其修正案成为宗教自由权保护的依据。由于宪法条文本身

的抽象性，有权机关在面临个案时必须依照相关程序对条文本身进行合理的、合

目的性的解释，从而还原出宪法创立者本身的意图，纠正错误。而在拥有宗教基

本立法的其他国家，这些宗教立法本身是否合宪也正是有权实施违宪审查权的机

关审查的对象。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得以实现，从而

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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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违宪审查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如上所述，宗教自由权作为宪法重点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必然会与违

宪审查制度产生交集。无论是在成文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系国家，公民的宗教

自由权要想得以切实的保障，必然建立在宪法得以遵守或者说当宪法规定的权利

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足够的、及时的救济情况之下。纵观世界各国，对宗教自由

权保护较为全面的国家往往也是违宪审查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本部分挑选两大

法系中的代表国家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来进行深入分析，探求宗教自由权保

护与违宪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脉络。 

 

4.1美国“动物祭祀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分析 
美国对于宗教自由权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在宪法第 1 修

正案及之后诸多判例法确定后最终走向成熟，发展成为当今对宗教自由权保护较

为充分和完善的代表性国家之一，宗教自由权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最为重视的一项

基本人权。谈到美国的宗教自由权保护，不能不涉及宪法第 1修正案①。因为美国

并没有专门的宗教立法，更没有宗教基本法。关于宗教自由权的保护往往依靠法

院在审判实践中对相关条款的解释以及由此而来所形成的判例。这使得美国的宗

教自由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和丰富并且富有成效，同时也反过来促

进了美国宪政制度的发展。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动物祭祀都是个别宗教中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譬

如，整篇《旧约》中都有关于动物祭祀的记载。动物祭祀甚至对个别宗教的前期

发展和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犹太教。以色列现在每年仍旧会举行动

物祭祀来纪念亚伯拉罕。这位被奉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的先知当

年用公羊代替自己的儿子来进行祭祀。“圣徒之路”是东非部落被作为奴隶运送到古

巴后创立的宗教，它源于非洲土著宗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结合，动物祭祀是其宗教

仪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教徒认为祭祀决定宗教的延续，因而遇逢出生、结

婚、治病、丧葬等活动都要举行祭祀，祭祀仪式上要宰杀猪、鸭、羊、鸽、乌龟，

然后还要煮熟吃掉。后来，“圣徒之路”传播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南部拥有不下

5万的信徒。1987年，该宗教旗下的一个教会在佛州 Hialeah市租了一处地方，宣

布要以此处为基地进行宣传布道，并且还要修建教堂、学校、文化中心等设施。

市议会先是宣布“本市重申其禁止任何宗教团体从事任何不符合公共道德、和平或

                         
①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者禁止信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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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活动”。随后又立即颁布了第 87-40号法令，该法令吸收了佛州第 828.12号

法律的内容，宣布“禁止不必要地或残酷地杀害任何动物”。后来，市议会又全体通

过了明确禁止为宗教祭祀而杀害动物的法令，并宣布“市内的动物祭祀和社区的公

共健康、安全、福利与道德相抵触，违法者将被处以不超过 500 美元的罚款和/或

不超过 60 天的监禁”。结果可想而知，该教会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市议会的法

令，但是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教会败诉，它认为这些法令并没有违反自由活动条款。

教会不服，向联邦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但是判决仍然被维持。最终，

此案件被最高法院法院受理并且以 9:0的一致意见撤销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并同时

判决 Hialeah市议会的法令违宪。 

肯尼迪法官在传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时解释道：本案经审查后认定，制定有关

法律的官员不理解也没有领会或选择忽视下列事实，即他们的官方行为侵犯了国

家对宗教自由的基本承诺......尽管动物祭祀在某些人看起来是可憎的，但是宗教信

仰获得第 1 修正案的保护并不需要以在他人看来是可以接受、符合逻辑、前后一

致或能够被理解为前提。[15]最高法院最终判决 Hialeah市议会法令违宪的依据是以

自由活动条款中的中立性和普适性为基础来进行一系列论证的。在本案中，市议

会颁布的法令仅仅止于探询到已有法律的文本，而最高法院却并不认同这一点。

因为表面中立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对于宗教行为进行区别对待的官方行为不能只

是通过服从表面中立性的要求而受到庇护。不仅禁止政府的表面或明显歧视，同

时也禁止其实施隐蔽歧视才是自由条款的真意。此外在证据方面，最高法院在审

理过程中还审查了市议会开会时的录音记录，其中明确记载市议长曾问到：“我们

怎么才能防止教会开张呢？”市警察局的牧师更是直言不讳的谴责：“‘圣徒之路’是

罪恶、愚昧、主所憎恶的魔鬼……需要帮助人民……”并且还呼吁市议会“不允许该

教会的存在”。总之，对于该法令在自由条款有关中立性精神的探询上得出一个结

论：此法令的目标是压制教会。 

在是否符合自由条款的普适性精神的论证上，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仍旧是否

定的。市议会在诉讼中主张该法令促进两项利益：保护公共健康并且防止虐待动

物。其实法令对于这些目标而言是过少包含的，未能禁止以类似或比“圣徒之路”

祭祀更大程度危及这些利益的非宗教行为。许多为非宗教原因而导致的动物死亡

或杀戮的类型或者未受到禁止，或者受到明文准许。例如钓鱼是合法的，在家里

消灭老鼠也是允许的。法令所吸收的佛州法律还准许对落荒、被忽视、被遗弃或

不想要的动物实施安乐死。这些都说明尽管市议会主张防止虐待动物的利益，但

是不可否认法令之所以被精心起草仅仅禁止了为宗教祭祀所进行的杀戮。另一方

面，法令对于有关公共健康的利益也是过少包含的。例如，不论是由“圣徒之路”

的祭祀还是某种非宗教行为的杀戮所导致，动物尸体的不当处置对公共健康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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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都一样存在，可是对于非由宗教信念所激发的行为，作为被上诉人的市议

会并不追求这些利益。综上所述，在“动物祭祀案”中，最高法院作出的法令违宪的

判决再次确定了一项既有原则，该项原则渊源于自由活动条款，它存在于先前已

有的判决，例如 1961年的“安息日休息权案”①。动物祭祀案更近一步的明确了审理

该类案件时的审查标准：若法律对宗教活动产生的负担不是中立和普适的，那么

它必须受到最严格的审查。要符合第 1修正案，限制宗教活动的法律必须促进“更

高层次的利益”，且必须严格适合于追求这些利益。  

 

4.2德国个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分析 
4.2.1“慈善废品收购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在本案中，一个天主教青年组织公开发起慈善运动并通过教会讲坛来进行宣

传，他们收集旧的衣物然后捐赠给贫困国家的青年。一废品收购商人认为这种慈

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他向地区法院起诉要求禁止教会讲坛再公布这类

慈善运动的信息。地区法院支持了废品收购商人的诉讼请求，它认为教会活动违

反了《德国民法典》第 826条所规定的商业“良善道德”。青年组织不服，向宪政法

院申诉法院判决，宣称其侵犯了《基本法》第 4条第 2款所保障的“宗教的自由活

动”。[16]宪政法院第一庭判决，地区法院在解释“良善道德”条款时未能充分考虑这

项基本权利的范围，因而确实侵犯了宗教团体的自由活动的权利。根据《新约全

书》，基督教的基本义务鼓励爱护邻居，所以本案的慈善活动具有宗教特征，同

时由于符合具体的条件固而应当属于《基本法》第 4 条第 2 款的保护范围。这些

条件包括捐赠者必须完全免费地贡献其衣物，且这些免费物品必须来自捐赠者的

特定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不论是对其邻居的怜悯或爱心，还是对正义事业的个

人诉求至表达。由于要将收集到的旧遗物运往海外，所以教会组织者选择销售这

些物品来最有效的达到救济目的是合理的。相比而言，废品收购商的经济利益则

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对保护其商业机会而言并不必

然享有宪法上的权利。两者相较，慈善机构所从事的收购活动处于受到保护的宗

教活动范围之内，是相较于市场竞争权利而更高层次的宪法权利，因而受到《基

本法》的特别保护。在该案中，宪政法院作出的判决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基

本法》并不包含任何保留条款以允许议会立法管制宗教活动，任何规制宗教信仰

的法律一律无效。 

                         
①
宾州制定了周日休息法，而正统犹太教则规定周六为休息日。犹太教成员主张周日休息法损不利于该教的生

存发展。但是最高法院仍旧以该立法具备普适性为理由维持了其对安息日休息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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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宗教证词案”中的宗教自由权保护 

在接下来的 1972年的“宗教证词案”①中，这一事实再一次得以佐证。刑事审判

庭通知一个福音教派牧师出庭作证，牧师由于基督教的教义规定禁止发誓而拒绝

法庭的要求。地方法院认为牧师的行为缺乏法律理由，因而根据《刑事程序法典》

对其判处 20马克的罚款或两天监禁。牧师以这一决定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权为由

向宪政法院提出申诉，宪政法院支持了牧师的申诉，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在

宪政法院出具的意见中写到“基于《基本法》第 4条第 1款的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

为个人保障了一个法律空间，在其中他可以采取符合其信仰的生活方式......鉴于人

格尊严是基本权利体系的最高价值及其和宗教自由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论特定信

仰的道德根源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行为不能受到国家的制裁。只要宗教自由不和

其他宪法价值相冲突，且不侵犯社团和他人的基本利益，那么它就必须获得国家

的保护”。立法不能通过刑事处罚来间接迫使申诉人作出违背自身信仰的行为。当

然，在解释宗教教义的含义时，不能仅仅听信于教徒的言词，这可能只是其个人

的理解，法院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在教义解释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可以

避免受制于宗教狂热分子利用宗教教义逃避法律规制的企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宗教自由活动的权利还可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规定的法

律义务发生冲突。这些法律义务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观察是合理的、正当的。当

这种情况发生时，也就是信仰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反向时，除了按照上述案例

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处理以外，是否仍有其他的办法加以调和矛盾？德国的立法者

在这一点的做法上颇有智慧。例如，《基本法》保护基于人类良知的人的反战的

权利。1956年的《一般兵役法》第 15条就规定，良知反战者必须从事替代形式的

公民服务。1968更是在修宪时直接加入“任何人因良知的理由而拒绝提供涉及使用

武器的军事服务，可以被要求提供替代服务”的条款。除此以外，在 1960年的“良

知反战案”中，宪政法院对第 4条采取了严格解释，将该条款的适用限于涉及适用

武器的军事服务。这样一来，表面上看是立法对于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做出了妥协，

但是在作出此种妥协的同时又何尝不是避免了立法本身的尴尬境地。 

                         
①

Religious Oath Case,33BVerfGF23;译自 Kommers ,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page45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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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宗教自由权保障之实施违宪审查的基本原则 
 
5.1比例原则 
5.1.1比例原则的起源和内容 

比例原则源起大陆法系之德国，确切的说应该将其产生定位于 19世纪的德国

警察法时期。有关比例原则最常见的德文表述有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βigkeit， Der Verhältnismäβigkeitsprinzip， Der Verhältnismäβigkeit 

sgrundsatz等。在中文语词中，除了将其译作比例原则之外，还有学者将其译为“合

理关系原则”①、“关系相当性原则”②、“相当性原则”③以及“比例相当性原则”④。 

比例原则的产生，其最初目的在于在以控制“干涉行政”为目的任务的现代行政

法理论中，于当时确立行政法上的必要性原则。所谓必要性原则亦称最小侵害原

则，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已经不存在别的对公民权利损害更小的、能够实

现相同的有效目标的措施。这一原则紧紧围绕以权利本位为核心，是传统的向往

自由法治的控权理论的放大。该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1）选择可能性。即

需要有多个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手段存在以供选择。因为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单

一的话，就不存在取舍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选择的可能了。（2）相同有效性。

即无论何种手段，其都能够达到目标的实现这样一种效果。并不因为手段的侵害

程度最小而导致效果的瑕疵。（3）最小侵害性。即在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实现目标

的手段之中，某种手段带来的的“副作用”是最轻微的。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必

要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均衡性原则相联系。 

均衡性原则的观念晚于必要性原则的产生，这是由于特殊的时代发展背景决

定的。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职能触及更多的领域，行政事务也就变得

越来越繁杂。“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

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17]，曾经的“最小

侵害原则”已经不能符合利益多元化时代解决问题的要求。社会需要的是提供一套

协调多元利益的工具从而在整体上推动发展。由此，利益均衡原则在传统的必要

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适当性原则或称妥当性原则也是行政法学界公认的比例原则项下

的另一分支原则。它的意义在于国家措施必须适合于增进或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①
陈敏《宪法之租税概念及其课征限制》，《政大法学评论》1981年第 24期 
②
刘幸义《法律与语言—汉字法律属于的国际化与整合》载第 5届东亚法哲学研讨会会议论文 
③
王金龙《论羁押的相当性原则》，辅仁大学法研所 1987年硕士论文 
④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版，第 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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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政机关在行政规范中所采取的措施根本无法推进或者有助于达到特定的目标

的话，就可归于选择了不适当的手段而违反了适当性原则。 

5.1.2宪法位阶的比例原则——作为违宪审查的标准 

①从行政法位阶上升至宪法位阶 

1945 年基本法制定以后，比例原则确立了其在德国法体系中的宪法位阶，被

宪政法院作为针对立法者之基本权利侵害行为的合宪性控制工具，被称为基本权

利“界限的界限”。但是在我国，对比例原则的研究长期以来还是仅维持在行政法学

科的范围之内，并且学者更多地着墨于其权利保障功能、内涵结构等，停留在对

其“是什么”的研究层面。这是因为我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率先提上日程的是立法作

业，“有法可依”的现实需要和对于法治的紧迫感，使得价值观念的确立、法治理念

的弘扬以及境外制度的借鉴成为学术研究的首要命题。但是，当我国的法制建设

迅速推进①，行政立法日趋完善之际，深化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审查标准所必须面临

的司法操作问题，推进这项重要的公法原则在法解释学体系中的日臻成熟就成为

一项不可避免的课题。 

②比例原则的审查模式 

1958 年联邦德国宪政法院在药房案判决中正式确立了比例原则的“三阶理

论”：即比例原则不仅包含旗下的三个次级原则，而且这三个次级原则在具体的司

法使用时呈现“位阶化”的操作规则。这个规则的具体内容是法院在对于比例原则使

用时，首先必须审查适当性，其次审查必要性，最后审查均衡性。只有符合了上

一原则的要求，才能进入到下一原则的审查阶段，这种位阶化的适用规则被称之

为“阶层秩序”[18]。接下来笔者就运用比例原则的“阶层秩序”这一司法适用标准来还

原一下前文“动物祭祀案”的审判过程，虽然本案发生在美国而并非“阶层秩序”的最

初诞生国德国。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如果这种理论能够给予该案合理解释不正是

说明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了么！ 

1）偏向事实性立场的适当性审查 

适当性原则审查手段对目的的可实现性，因此确定立法目的本身是一个前提。

在“动物祭祀案”（下文称本案）中，Hialeah市议会“禁止因宗教祭祀而杀害任何动

物，因为其与社区内的公共健康、安全和道德相抵触”。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和理性，

禁止肆意杀害动物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动物，而且同时能够保护社区免于传染性

疾病、疫情的侵害。我们以一则图示来表示这个问题： 

M1→E 

M1表示禁止杀害动物这一手段，E表示保护动物和维护社区健康、安全、道德的目的。

                         
①

2011年吴邦国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所
作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对于前一说法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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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表示按照所指方向“推进或者实现”，这个问题成立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涉及过多的价值判断。依据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经验法则，肆意杀害动物一定是对动物保护工作的伤害，也会无形中增加流行病

疫情的爆发概率。这种判断可以从媒体报道、数据呈现、信息发布的资料中得到

佐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学界一般认为适当性原则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经

验性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偏重于事实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里必须要

说明的一点是，立法必须有明确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究竟有哪些根据可以认定

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手段对目的的可实现性，在立法时必须有一个明

确的“可预测基准”，即使在经验法则是它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因此，证明禁止

杀害动物符合适当性原则，就必须基于立法事实的公布，支持该类立法事实的实

证材料有诸如因滥杀动物导致动物种类减少、流行病疫情增加的社会调查报告、

官方统计数据，人类的杀害行为在动物物种灭绝中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疾病、气候

等其他因素的消极作用的生物实验结论等等。 

2）事实与价值交叉中的必要性审查 

必要性原则涉及手段之间的选择，选择的依据在于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程

度的差异。“禁止因宗教祭祀杀害任何动物”全面限制了行为人的宗教活动自由。它

没有对确需杀害动物的特别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事实上相反的是，该条款给人的

印象是它就是为了禁止这种特别情况而颁布），更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保留。此

外，从处罚的手段来讲，宗教祭祀而杀害动物还可以处以警告，那么，为什么不

把警告或者违法事实公布等方式纳入法定的执行措施之中呢？事实上，保留特殊

情况的禁止比全面禁止对权利的限制程度更小，也能满足维护社区健康、安全和

道德的要求，毕竟宗为教祭祀而屠宰动物在所有的宰杀动物的行为中比例很小，

警告或者公布违法事实也比罚款或者监禁的惩罚力度更小。从这个角度来讲，根

据经验，对于更小的权利侵害的手段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见解，也同样正是在

这个角度，学界对于必要性原则的认识是基于客观的 、经验性的或者说偏向于事

实性层面的判断。当然，也必须承认的是，手段对于权利的限制，往往因为主体

不同而形成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并且，在必要性原则的的审查中手段对于目的

实现程度也进行附带审查，为此额外增加了一层价值判断。 

3) 价值性立场的均衡性审查 

根据“阶层秩序”的要求，如果上一层原则没有被满足，即可不必进行下一个原

则的证成。笔者上述的论证已经证明了 Hialeah 市议会“禁止因宗教祭祀杀害任何

动物”的条款违背了必要性原则，从理论角度出发已无再进行下一步论证的必要。

但是，为了系统阐述该理论，在此仍对该条款进行均衡性原则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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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性原则涉及所欲达到的目标与基本权利限制的程度之间的均衡，因此，

学界较为一致的认为其是基于价值性立场的判断。对于“禁止杀害动物”条款，它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动物和维护社区安全、健康和道德。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将其理

解为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但同时这样的手段也限制了公民的宗

教自由。我们以下图来表示这种手段与目的、生命、健康权和宗教自由权之间的

关系。 

E P1<─［─M─］─┇P2 

M代表手段，P2代表手段所限制的宗教自由，具体的讲是指宗教仪式自由，P1表示的是

生命健康权，E 表示保护动物和维护社区安全、健康和道德的目的。“──┇”表示对权利的限

制，“<──”表示对目的的促进，“[]”表示内部极其复杂的价值衡量过程。 

 

正如上文对具体案件所分析的那样，传统的“阶层秩序”理论使得比例原则上升

为宪法位阶之后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成为可能。但是应当认识到的是该理论之下的

对于目的与手段关系各自的审查功能并非完美无瑕。具体说来其缺陷可以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目的自身的正当性被排除在比例原则的审查功能之外。即按

照上述案件的分析顺序，在适当性原则审查的初始阶段我们认定应该首先明确“动

物祭祀案”的议会禁止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动物和维持社区健康、安全。这个目的

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合法的。但是如果另一个案件的判断中我们无法确定立法目

的或者说无法准确判断此目的的正当性，那么后续的三个次级原则的审查实无必

要了。二，均衡性审查流于形式。经过第二阶段的必要性原则的审查，只有唯一

的、最小侵害的手段才能符合要求，那也就意味着可供选择的手段实际上被压缩

为唯一的一个，因此，均衡性审查的对象就必然的被单一化，该原则多元化利益

衡量的功能就无从谈起。 

 

5.2政教分离原则 
5.2.1政教分离原则的起源 

政教分离中的“教”是指宗教、教会组织而不是教徒个人，“政”在宏观状态下意

指政治，具体而言则是指政府、国家。政教分离强调的是宗教组织和国家之间的

一种关系状态，而不是国家与教徒个人之间的关系，该原则之所以产生，是试图

在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做出界分。 

人类早期社会政治和宗教的观念是浑然一体的，两者在权力构成中的地位也

是相等的。正如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这就是律

法”。[19]自中世纪起，基于君主和国家应服务于基督教的观念，君主享有对教会的

统治权，教会管理也是国家管理的一部分。后来发展至自然法时代，才揭示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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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和精神、现世和神圣之间的不同，君主和国家应该服务于前者，而教会则负责

后者。教会不是国家的一部分，教会的职能也不属于国家的职能，即使其处于国

家之中，服从国家的统治，其使命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圣经》之中也能找寻到

政教分离观念的影子。例如一些章节中讲到信徒与信徒之间、神职人员与平信徒

之间的“分离”和“隔离之墙”，以及用“两把剑”治理世俗生活的必要。 

在政治学领域，政教分离原则也具有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对于启蒙运动中的

学者和共和主义作家而言，政教分离原则完全迎合了其需要。洛克主张神职人员

的权力“既然事属教会，就应当仅限于教会的范围之内，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延伸到

世俗事务，因为教会本身是一个绝对分离且区别与国家的事物，两者之间的界限

是固定的、不可变动的”。[2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学家孔多塞就曾用更为尖锐的

措辞来表达其对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的政治立场的支持，毋庸置疑，这一立场在随

后的法国大革命中得到贯彻“国家不可以赋予教会的任何决定以任何世俗效力，不

可以允许他们干涉任何世俗或者政治行为；国家要对发生在教会和市民之间的纷

争进行法律的审判，从而确定与其职能相关的世俗权利”[21] 

以上这些神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滋生并且不断发展的观念无疑影响到了美国

的开国国父们，终而在《权利法案》中政教分离原则得以最高的法的效力形式确

定并展现给世人，也正是这样，政教分离原则现在仍通常被误认为是现代美国的

一个发明。 

5.2.2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 

①坚持宗教平等权,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性 

宗教平等权，顾名思义，即一定政治地域范围内的宗教组织（当然邪教除外）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或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之。既不能利用权力限制或者

禁止宗教活动的进行、宗教信仰的流露，亦不能利用权力为某种宗教组织的发展

提供便利和利益。当然，进一步理解就更应当包括不能设立国教的要求。因为不

论是出于利益优先还是歧视性阻挠的考虑，都将扭曲良知的选择，妨碍宗教活动

并搅乱信仰的自然多元化的形式和场所。政教分离原则之所以能在《权利法案》

中得以明文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宗教平等权的观念在美国国父们的心中早

已形成，“一个公正的政府……会因为保护每一个公民享有其宗教——就如同他用

同一公平之手保护他的人身和财产一样——而得到最好的支持；会因为既不侵犯

别任何教派的平等权利、也不容忍任何一个教派侵犯别的教派的平等的权利而得

到最好的支持”。[22] 

②政治与宗教互不干预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23]即要求宗教不要干预国家政治，国家政治

也承认宗教的独立自由。对于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治，其理论依据来源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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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上帝创造了人而并没有创造政府；政府是由人选

举产生的；上帝创造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即上帝并没有将人预先的分为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上帝并不保障人的权利，这项工作由政府承担。因此，上帝与政

府之间属于间接关系，君权是民授的而非神授的。同时，教会组织的规范的效力

也仅限于教会内部，其不具有承担管理国家的能力。这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

步，人类自身对未知力量的态度由起初的敬畏转变为更加科学理性，相应的宗教

组织的规范对人的约束力、震慑力也在下降。对于国家政治不能干涉宗教的理由

来源于一下分析：首先，国家没有得到授权掌管有关灵魂的事务，其全部权力仅

限于保障人权。其次，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限于外部力量，这一点与宗教信仰多

出自内心的敬畏完全相异。最后，国家权力不能迫使人们完全地摆脱宗教，因为

信仰总是与内心良知相连，人归根到底都是有血肉的动物。 

③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者组织宗教活动[24] 

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从事国家公务活动时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机关和公

职人员自身在职权行使上具有公益依附性。特别是对于公职人员个人来说，从作

为一个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人来讲，其本身当然也享有宗教自由权，可以选择

信仰某种宗教，可以是某个宗教组织的成员，如果其在具备教徒身份的同时又以

公务人员的身份参与组织某个教会的活动，那么其公务行为的中立性无疑会受到

质疑。同时，该项下的国家机关应该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立法、

司法、行政机关，还应扩展到一切体现公益的团体和单位，诸如医院、学校、各

种协会。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政教分离原则的另外一层内涵要求：即国家不

得推行宗教教育。 

5.2.3政教分离原则的审查标准 

如上所述，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者组织宗教活动，但是对于公职人员个人来

讲，其确实在另一方面又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宗教自由权。那么，一个

问题出现了，两者的界限究竟是什么？譬如，在美国有个 Amish 教派，在其教义

中反对儿童接受过多的教育。如果美国政府坚持推广义务教育，这是否可以说侵

犯了 Amish教派的宗教自由权？如果美国政府因此豁免 Amish教派的儿童免于接

受义务教育，那么是否又可以认为构成了对该教派的支持而侵犯了宗教平等权

呢？ 

2004 年法国国民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头巾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佩戴明

显的宗教标志，如伊斯兰头巾、基督教大十字架，学生违反此法，最严厉的学校

可以给予开除处分。法案通过后各方反应不一，国内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学校教职

人员很多赞成该法案，但是另一方面。法国国会和政府却遭受到了来自教皇、欧

洲其他国家、穆斯林信徒的强烈批评。美国甚至有 17名议员联合致信法国驻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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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指责法案侵犯了学校学生的宗教权利。在德国，同样是因为上课戴头巾的行

为，一名女性穆斯林教员被学校开除，而后联邦宪政法院以政教分离和保护公民

宗教权利为由裁定该教员可以戴头巾授课。可是相同的情况在土耳其发生了，法

院的判决却又大相径庭。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一名医学专业的女生头裹面纱，身

披长袍去上护理解剖课程，校方强令其必须卸下面纱和长袍，否则不允许其上课。

女生认为校方的决定侵犯了土耳其宪法以及欧洲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个人的宗教自

由权利并以此想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但是结果却是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欧洲

人权法院认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长根据政教分离原则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侵犯她

的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判决实行一夫多妻的摩门教徒的重婚行

为有罪，“因为那些把多妻制奉为宗教信仰的公民必须在禁止重婚的法律面前一视

同仁”，但是在另一案件中，阿米绪人所主张的州立法违反了该族群的“离群索居的”

农业宗教社团信条又为联邦最高法院所认可并得到支持！仔细分析，造成这些案

件案情相似但是判决迥异的原因无非在于各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关于政教分离原

则的审查标准。 

“莱蒙检验”标准（Lemon Test）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规定给教会学校公费

补助的州法是否符合宪法而引起争议的两个诉讼案件合并审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审查标准。[25]应当指出的是，它并不是关于政教分离原则审查的唯一标准，并且

其本身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如标准不甚为明确、过于主观模糊等，但是，不可

否认它是第一次对政教分离做出了定型化的检验标准，也是目前为止进行政教分

离审查时的第一位的选择标准。 

“莱蒙检验”标准包含了“目的—效果—过度介入”三个要件的审查。具体来说，

要判断一项国家行为或者立法文件符合政教分离的精神，其必须在三个要件方面

符合要求：1世俗目的：国家行为或者立法文件必须符合世俗意义上的目的，不能

属于为宗教而设置；2中立效果：国家行为或立法文件发生的效果必须符合这样一

种要求：既不促进宗教，也不抑制宗教；3过度介入，又称过度关联：国家行为或

者立法文件不能造成政府对于宗教事务的过度介入，或者说造成政府与宗教发生

过度纠缠的状态。如果这三个要件中有一项没有被符合，那么该行为或者法律文

件就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某标的没有达到要素 1 或 2 的要求，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判断第 3项是否匹配。 

在宾夕法尼亚州教会学校公费补助案中，这一标准得到首次适用。长期以来

宾州的私立中小学吸纳了超过学生总数 20%以上的孩子就学，但是由于办学经费

的上升，学校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1968年宾州颁布州教育法，“支援这些私立天

主教学校的世俗教育以达成州的教育目标是州政府的义务”，因而该法许可州政府

和私立天主教学校缔结购买世俗教育的契约。同时州教育法中规定，仅提供“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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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目”，“不包括一切有关宗教教育的主题或特定的宗派的伦理/礼拜仪式的科

目”，作为费用科目包括教师工资、教科书、教材的费用。该法案颁布实施之后，

州内公民提出起诉，要求判决州教育法违反了“国教条款”，停止本法的继续执行。

结果很显然，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该立法违反宗教条款的结论。 

我们以“莱蒙检验”中的三个标准来对该案进行如下分析，对于世俗目的：宾州

教育法中明确的表明了州立法的目的，即“在所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期以提高教

学水平和质量”，这一目的当然是世俗的、大众的，且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用来

推翻这一立法目的。对于中立效果，其实并不好判断。州立法确实给予了天主教

会学校经费补助，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天主教会学校本身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并

且立法明确了经费补助只能用于“世俗的科目”和教学必备的教科书，这种资助行为

很难作为促进天主教会发展的充分证据。姑且先将此要件放置不论，再来讨论要

件过度介入。为了保障经费补助的世俗性质，宾州教育法规定了详细繁杂的监督

制约措施，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经费在教会学校使用的监管，这样以来势必促使

政府与教会的交流接触，使两者之间有意或者无意之间产生过分的关联或相互介

入。如上所述，在三个要件之中，只要有一个不符合要求，即可以判定立法或者

行为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事实上，当年对于该案的判决，法官在进行阐述理由

时也正是建立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之上的。[26] 

其实，“莱蒙检验”中三个要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从

两要件到三要件的发展。就如同在该案中借助于要件“过度介入”的判断才最终认定

州教育法案违宪那样。 

同样是在宾州，1959 年州议会制定法案，要求学生每天阅读不少于十节的圣

经和祷告文，只有在监护人提出申请时，此项义务才可以被免除。原告的父母认

为该法案对原告带来了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地方法院和最高

法院一致认为该法案违宪。在该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认定，州立法要求的学生

阅读圣经和祈祷文的世俗价值难以确定，同时，按照其规定，也有足够的证据否

定政府甚至学校对于宗教行为的中立立场。主审法官提出的一个问题成为日后“莱

蒙检验”标准的雏形—什么是法律制定的目的和主要后果？如果某一个回答是促

进或者禁止宗教，那么该项法律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应当认定是违宪

的，可以这么说，该案形成了“目的—效果”两要件的判断标准。 

后来，在另一案件中这项标准得到了发展。长久以来美国的教会都享有财产

免税的权利。但是 1970年纽约州的一名公民对于教会的该项权利提出了挑战。该

公民起诉纽约州的立法给予教会的财产免税权利违宪。州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

没有支持其起诉理由。在最高法院的撰写的审理意见中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政

府向教会征税的话，势必会加强政府与教会的联系，从而造成政府与教会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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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度的纠缠或者关联，排除向教会征税，反而会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让

两者之间的关系维系在一种可接受的的状态。该案的意义在于除了继承 1959年学

校阅读圣经案中形成的“目的—效果”判断标准以外，还引申出了“政府-教会过度纠

缠”的判断标准，从而为之后“莱蒙检验”三要件判断标准的定型做了铺垫。 

不可否认的是，“莱蒙检验”标准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在正式出台之后对其

的批判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中最致命的声音来源于对主审法官在进行三要

件标准论证时无法避免的主观主义的批判，以至于在之后相继又发展出诸如“背书

检验”、“强制检验”、“传统检验”、“平等接近检验”等一系列标准。但是这些标准

并没有从根本提出相较于“莱蒙检验”更具说服力、更为清晰明确的标准范式，因而

只能在实践中作为后者的补充和辅助。综合分析，“莱蒙检验”至今仍是审查涉及宗

教分离原则案件的最为有效的标准。 

认真研究政教分离原则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探求其自一开始所向往的

价值目标，笔者认为应当将两个观念贯彻在政教分离原则审查适用过程的始终，

从而正确并且符合限度的处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首先，积极保障人权。保障人

权是现代宪法的首要价值，无论是宪法的条文规范，还是具体的宪法实施，其首

要目的即是保障基本人权。在某些情况之下，宗教或者教徒可能假借政教分离的

名义实施侵害他人人权的行为。国家遇此情形必须对侵害行为进行干涉，对基本

人权进行保障。因为这些行为严格的说并不是宗教行为，它往往是确确实实的违

法行为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罢了。还有一些情形下，某种行为确实是宗教行为，

但是，这种宗教行为被不法的意图所利用，从而行侵犯人权之事。例如在美国，

一位牧师对接受其培训的青年进行性骚扰，被诉后牧师以政教分离为由主张法院

不得干预其宗教行为。在本案中，宗教培训是宗教行为无疑，但是，利用宗教培

训的间隙行性骚扰之事，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法院当然可以代表

国家对其进行制裁。事实上，如果一味的以宗教分离原则为盾牌，阻止法律对假

借宗教之名行侵权之实作出反应，亦有悖于宗教自由权的精神，因为宗教自由权

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权，以一种人权去侵害另一种人权，这不是任何立法者的本

意。其次，允许适当程度的宗教豁免。“表面中立的法律应该有一些例外，任何豁

免宗教的理由都是对宗教自治的尊重”。[27]在某些情况下，宗教或者说宗教教徒、

宗教行为在法律上可以得到适当的豁免。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如果服兵役的义务与

个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可以拒绝服兵役而通过承担其他民事职务来履行相

关义务。当然这种豁免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因为这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

故在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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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宗教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变化和发

展受到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作用。

宗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了各国宪法的认可并且在国际性法律文件中

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保护。宗教问题与宪法从来就是不可割裂的。宪法作为国

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一国的国家机构设置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等内容，在当

今社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宪法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机构设置，从而成为宪

法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公民的宗教自由权的宪法保障问

题日益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西方国家普遍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整个社会和公民群体对于宗教历来都有

一种敬畏之心。这种社会生存发展状态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宗教自由权的完善保护机制贯穿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在

我国，由于历史上相比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宗教与政治产生的交集要明显少的

多，同时在我国社会公民的权利意识历来就不够发达，再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意

识形态领域的原因，宗教自由权的保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宪法有意无意地

被置于“冷落”的尴尬境地，使得对于宗教自由权进行宪法保障的期望成为镜中月、

水中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行积极的宗教自由权的宪法保障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宪政制度完善的一个未来方向。虽然，现实还难以使我们感

受到乐观，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不能对未来没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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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已来渝两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将画

上句号。回首往昔，仍旧历历在目，一切都似曾发生在昨日。二零一一年，初来

重庆大学，就被法学院那幢典雅中流露着浓厚学术气息的办公建筑所吸引，当时

我就认定，在这所不一样的建筑之中，我一定会拥有一段不一样的、更为充实丰

富的硕士学习生涯。 

第一次与我的导师陈伯礼教授交流是在课堂结束之后，我向陈老师提问有关

“有限政府”的问题，陈老师的旁征博引一方面让我暗暗赞叹，另一方面也使我深深

地认识到自己需要学习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陈老师经

常督促我们要多读书，多发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并且从问题入手从而去进行某

项研究。他还要求我们要定期向他汇报最近的学习动态。这一切为我能够完成这

篇硕士学位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向陈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您是我求

学生涯中一位难能可贵的良师益友。 

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重庆大学，感谢重庆大学法学院。作为一所部属 985工

程重点院校，您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最为全面、最为卓越的软硬件学习条件。在名

师荟萃的法学院，定期举行的丰富的学术交流讲座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

了自身的知识储备。这一切也是我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能够完成的重要保障。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西南政法大学的同学，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我才能够

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查询借阅进行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所需要的学术资料。在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进行资料查阅整理的过程中，这所传统法科强校的氛围给了

我的写作以很大灵感。 

 

 

                                                       柴世斌 

二 O一三年四月  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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