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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 ，去律文化与宗教 
◎赵 芄 吴志宏 

【摘 要】 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无论从文化渊源还是从律令的制定、执行或者施行上 

都可以从中寻找出其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踪迹和烙印。中国古代法律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但古代原始社会的巫术、祭祀、敬鬼神等宗教活动对法律 

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王权神授的影响下，将人为意志的法律与对天的崇拜完美的结 

合起来，法律成为来自神意和上帝的恩赐，只要虔诚地尊奉上天，必会得到上天的惠顾，“王权 

神授”成为远古时期典型的宗教信仰。同时，“神明裁判”、“礼法并重”、“天人合一”、‘‘天人感 

应”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法律原则，并对执法、行刑与道教、佛教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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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具有宗教性 ，或宗教与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一问 

题曾多次被诸多中外学者否认。事实上，由于历 

史、地理环境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法律虽不像西方 

法律与宗教有着紧密关系，但它在不同时期、不同 

发展阶段与宗教有着或亲或疏的联系，甚至从其 

起源上看，也离不开古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巫术、祭 

祀及对天崇拜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不但具有宗 

教色彩，而且还对道教、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从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或宗教对于中 

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可以得出更多经验和启 

发以助于当前我国宗教立法工作。并有利于从中 

国实际出发，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法制建 

设的方法、模式及其有效途径。 

一

、 中国法律源起于巫术、祭祀等宗教活动 

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巫术、祭祀、敬鬼神等 

宗教活动对法律的源起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宗教与法通常是合一的， 

法律通常具有宗教色彩。远古时期人们生存环境 

恶劣，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古人对自然界的 

认识有限，对一些自然现象及灾难难以理解，认 

为万物有灵，“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上天 

对人的惩罚，于是通过祭祀、膜拜等祈求上天的 

庇佑和恩赐，便产生了对自然神明的崇拜。史料载 

帝颛顼时 “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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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絮诚以祭祀”0 ，帝高辛时，也是 “顺天之义， 

知民急。仁而威 ，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 

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 ，历 日月而迎送 

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 

敬天、祭祖、事鬼神等宗教祭祀活动原本是 

巫师的职能，黄帝在打败炎帝、蚩尤之后，对部落 

祭祀信仰进行了统一，树立了 “神不歆其类，民不 

祀非族”的原则，规定了巫师职能为整理创新祭 

祀乐舞，扩大祭祀规模，使得原始宗教祭祀活动 

规范化。此后，部落联盟首领颛顼对 “家为巫史” 

的原始祭祀方式予以改革，把祭祀群神之权收归 

专门的 “南正”掌管，到商代，祭祀活动进一步被 

垄断，只有商王和贵族组成的特权阶层才有主持 

祭祀的权利。由此，敬天、祭祀、事鬼神等宗教事 

务成为王在处理政务同时的主要任务。 

夏商周三代还大力宣扬王权神授的 “神权 

法”，认为法律来自神意和上帝的恩赐，只要虔 

诚地尊奉上天，必会得到上天的惠顾，这也是远 

古时期典型的宗教信仰。《吕刑》中记载了 “敬 

天”的资料：“其今尔何罚?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 

丽⋯⋯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 

厥世” ‘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_人。” 就是 

在提醒人们应以苗民的遭遇为警戒，苗民违反了 

天命，受到了灭国的厄运，所以要求人们要顺天 

旨意，只拥戴君王_人。夏启讨伐有扈氏：“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罚。” 商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 

予_人，致天之罚。” 这体现了法律及王权来源 

于上天，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即 “神权法”的中心 

思想。 

西周时期 “神权法”发生了变化，西周贵族及 

统治者认识到殷商的残暴的统治是其被取代的 

根源，感叹“天命靡常”，“天不可信”“惟命不于 

常”，必须要“以德配天”，只有为善的人才能统治 

天下，承受天命。神权法除去君权神授外，还表现 

有神明裁判，假托神意进行审判及处罚，使统治者 

在判罚上罩上一层神权的光环，即是上天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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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不过是在替天行罚，任何人都不能抗拒这 

种判罚。这一思想对西周的刑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尚书·吕刑》说：“王日：呜呼!敬之哉，官伯族 

姓，朕言多俱。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统治者 

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刑罚。《康诰》言：“呜呼!封， 

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 

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 

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一个人 

犯了／J、罪，但却是故意犯罪，而不知改悔，就一定 

要杀掉。相反，若一个犯了大罪，但却无意犯罪， 

并不再坚持，也可不杀。西周 “敬天保民”、“以德 

配天”思想的深入，使统治者 “明德慎罚”，不滥 

施淫威，刑罚无度，而是要教人改过，重视民本思 

想，这时中国的法律也开始向以人为本转化，成为 

后世 “德主刑辅”的开端。 

夏商周时期天为至尊神，帝王替天把持着神 

权，掌管着人世间的刑罚。这种早期的法律带有 

敬天、祭祖、神权特征的原始宗教色彩，王权神授 

的思想几乎被天下百姓所信从，并形成了中华民 

族 自身特有的宗教法律合一的特点。如果说中国 

古代法律在其源起之时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那么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摆脱宗教 

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宗教色彩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源起阶段，这一时期 

的法律与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法律萌 

芽于宗教，源于人们对天地鬼神的崇拜。春秋战国 

诸侯争霸，使西周建立起来的 “尊尊、亲亲”的礼 

乐制度毁坏殆尽，天的权威随同周天子的威信一 

同降] 与此同时，法家从礼乐中分化、独立出来， 

并占居主导地位。法家思想的创始人郑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民 

是国本，他还铸刑鼎，布告全国，让人不敢以身试 

法。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朝，继续采用法家刑罚治 

理天下，然而过于严苛的律令使百姓难以忍受，最 

终导致秦王朝的灭亡。 



 

汉代统治者吸取秦灭亡教训，实施 “礼、法并 

重”的统治理念来治理国家，这一思想也很快影 

响到法律制度，可以说从汉代开始，逐步建立了以 

儒家礼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并为以后的王 

朝一直沿用。汉朝为巩固大一统的局面，重建礼 

乐制度，统治者采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 

应”的学说，这一学说把儒学与传统宗法制结合 

起来 ，用阴阳五行学说充实天人之学，强调天神 

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他认为天神是造物主，是王 

权的授予者，最为尊贵。天子应以事父的态度祭 

天，郊天之礼位于宗庙之上，是最重要的祭礼。此 

外，他还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传统的天神信仰。 

他认为天神是有意志情感的，但它的意志情感是 

通过阴阳五行学说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天亦有 

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春，喜气也，故生；秋， 

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 

藏。” 叫̈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天人合一，天常有 

仁德之心而以刑罚为辅。在天人合一思想上，董仲 

舒还提出符瑞灾异说，他把一切祥瑞和灾异都看 

成是天降的，如果君王不承天意，政治有失，上天 

会降灾异警告，直至动用天威加以惩罚。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在东汉时确立了在统治 

阶层的正统地位，中国的法律也开始了儒家礼制 

化运动。 

法律的礼制化即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儒家 

礼制思想为基础的礼、法合一，引礼人律。如汉初 

叔孙通曾制定有关朝仪的专门法典《傍章律》，《晋 

书·刑法志》说《傍章律》是汉仪；《汉书·礼乐志》 

称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故日‘傍 

章’。这就是汉代礼法合一的例证之一。谈及法律 

礼制化，不得不论—下j：L的起源，礼实质上起源与 

祭祀宗教有关。《说文解字》中“礼，所以事福致福 

也。”早在伏羲氏时就称祭祀用的用具为“璺”，古 

文 “璺”字象二玉在器中，引申为事神的活动，也名 

礼。可见以祭祀为内容的礼俗起源于拜神活动。事 

神意味着有天，亦即有所拘束 。儒家认为礼 “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 

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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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无以别男妇、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 

也”n 。汉建立后，董仲舒将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 

家学说相结合，使儒家孔孟学说在重人的基础上 

增添了鬼神、祭祀、拜天的神秘性，使得世俗儒学 

不仅带有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性，又具有天道不 

可侵犯的神圣教条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礼制 

化的宗教性。 

中国古代法律在执行审判、行刑过程中也常 

有宗教思想的体现。审判上，在夏商周时期就常 

有 “神明裁判”一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古 

体 “瀵”的解释为刑也，平之如水，从水；“腐所以 

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庸，兽也，似牛一角，古者 

决讼，令触不直者。是说扇是一种神兽，“性知有 

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用扁来作为审判有罪 

无罪的判官，反映了早期氏族审判活动中的神明 

裁判。商王每逢审判，必先占卜问天神，卜辞中有 

“兹人井 (刑)不?”“ 就是卜问神灵可否施以刑。 

占卜问天为审判罩上了一层神权宗教色彩。又如，天 

子在审判时常要依天道而判罚，主张春夏行德教， 

秋冬施刑罚，以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的天 

道大经。此外，古代统治者在行刑时也会选择合 

适的天象、时令，春夏万物繁荣不适宜刑罚，秋冬 

肃杀垫藏，所以“汉法以冬月行重刑，迂春则赦或 

赎”  ̈，立春到秋分的时间里停止杀犯人。汉以 

后的各朝大多相沿成律。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 

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外，余罪都 

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明清采用的秋审、朝 

审、热审即是受该理论影响。 

三、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与道教、佛教 

中国古代虽没有出现像西方的犹太教、基督 

教或伊斯兰教那样严格的宗教组织以及对一神的 

崇拜，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舶来的佛教对中 

国古代的政治、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 

法律也制定了许多对宗教事务进行规范和调整的 

条例和规定。 

首先，佛教对法律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人中 

国后，其清规戒律就对法律产生了很大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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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 “五戒”即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 

语、不饮酒”，十戒即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语、 

不饮酒、不著香花鬟、不香油涂身、不歌舞倡伎及 

故往观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捉钱生像 

金银宝物”，这些严格的戒律为尚佛的统治者吸 

收，如在佛教慈悲为怀，戒杀慎刑思想的影响下， 

唐时立法较宽仁慎刑，唐律继承隋律，但却比隋 

律宽仁慎刑，较隋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 

者七十一条，唐朝还两次下诏大量削减死刑。这 

种轻刑慎狱无不是受到了佛教重视生命忌杀生思 

想的影响。一些朝廷要员也是佛教弟子，有些高僧 

还直接充帝师参政，如唐 《武德律》的主要修订 

参与者裴寂、萧璃都出身佛教世家，《贞观律》修 

订者房玄龄还翻译过经文。又如南朝宁孝武帝请 

高僧慧琳参与政事，元世祖忽必烈春西藏名僧八 

思巴为帝。明朝时，太宗在朝廷设各级僧官及相应 

官职、奉禄、考核制度。一些佛教节日也被法律规 

定为不准行刑的日气，如唐宋法律中规定了佛教的 

“断屠月”“十斋FI”期间是不许有刑杀之事。 

其次，道教对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等产生了许 

多影响。道教主张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效法 自 

然，这一思想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反对暴政，减少 

刑罚。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统治者在其施政时均 

将道家思想作为其治国指导思想，如汉文帝、汉景 

帝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才使得经济恢复，出 

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另有唐代将老子李耳视 

为其祖，大力倡导道家思想。明朝嘉靖皇帝崇道， 

终生好斋醮，优待上层道士，任命道教机构人员， 

在法律上实施 “轻刑”、“恤刑”的刑法思想。 

道教多项戒律还被纳入法律范围，如道《斋 

戒录》规定每月有 “十直斋日”即每月一Ft、八 

日、十四日、十五13、十／ 日、二十三Ft、二十四日、 

二十八 13、二十九日、三十日，道教在这些 日子严 

格戒杀，唐律亦纳其十直Et为禁杀日。道教有三元 

日，规定每年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天 

地水三官校对善恶，宣断奖惩的日子，在此期间人 

们应检点行为，行斋守戒，唐玄宗以行政命令方 

式推行三元斋日戒规，《唐六典》规定人们在此三 

日皆“洁身自忏愆罪”“ 。其它纳入法律的道教节 

日还有八节日、二月十五13。“四立、二分、二至” 

为八节Et，勿以八节日行威刑，南朝陈律亦规定八 

节不得行刑。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老子的 “降 

诞 日”，唐律规定这一天人们可以 “休假一日行 

香”。 

再次，除以上佛、道教对法律的影响外，法律 

中还有涉及佛、道教管理机构、教徒、宗教财产、 

教规戒律、圣像、寺院宫观等管理规定和条例。 

(1)对佛、道教管理机构规定，法律对僧官 

管理机构的规定在北魏时就已出现，当时中央统 

领全国僧众官职称为道人统，后来又改名为沙门 

统，也叫沙门都统。北魏孝文帝时为沙门统加副 

职，称都维那。北魏后，将中央僧官的机构称为监 

福曹，后改为昭玄寺，地方州郡设立沙门统和都维 

那，县级设立都维那，各个寺院由上座、寺主、都 

维那掌管，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佛教管理系统。唐朝时，改鸿胪寺下的崇玄署为中 

央僧官管理机构，统领全国僧众，地方各寺院内 

设寺监—人，隶属鸿胪寺，又设立功曹之司功参军 

掌管各地佛教事务。元代中央设宣政院及功德使 

司，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僧纲司。明 

代中央有僧录司管理全国僧务，府设僧正司，州县 

设僧纲、僧正司。 

道教管理机构，在唐朝时道士女冠由崇玄署 

管理，开元年间掌管皇族机构的宗正寺来管理道 

士女冠，并且只要通过道举考试的道士女冠可享 

受皇室宗亲的待遇，之后崇玄署也成为专门管理 

道教事务的中央机关。唐代还规定 “凡道士女冠 

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 

决罚，违者处罚。元代在各路设有道录司，州县设 

道正司及威仪司。明代中央有道录司，府州县分别 

设立道正司、道纲司管理道务。 

(2)对佛 、道教徒数 量、僧籍方面规 

定 ，唐朝 时规 定 凡天 下寺应有 定数 ，“诸 州 

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 ，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 ， 

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 。僧籍的颁发，唐法令规 

定了三种方式 “试经、赐牒、买牒”。当地官府负 



责登记注册各寺院僧尼人数，无籍僧尼，被视为 

“伪滥僧”，“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 

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 ，一旦发现要 

强迫还俗还要受到法律处罚。清朝法律规定未经 

官方批准严禁擅自私创庵院及私自充任僧、道， 

《大清律例》“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条：凡寺观 

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 自创建增置，违者， 

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 

为奴。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 

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主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 

同罪，并还俗 ⋯。 

道士人数，在明朝规定道士未经批准不得私 

自出家。《大明律》卷四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 

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 

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人官为奴。若 

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 

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 

并还俗。” ¨《问刑条例》中补充规定：‘‘僧道府不 

得过四十名，州不得过三十名，县不得过二十名， 

若额外擅收徒弟者，发口外为民，住持还俗，僧道 

官知而不举者罢职。” 对家庭成员不足三人及 

十六岁以上的成年劳动力出家进行了严格限制。 

大清律例的规定与明律相同。宋刑统与此类似， 

另外增加了一条 “准”：“礼部式：诸五品以上女及 

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皆听不预。” 清代与其规 

定相差不大，《大清律例》“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 

条”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Jk-F。 

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主持及受业师私度者， 

与同罪，并还俗。” 

(3)对僧尼社交活动规定，法律限制僧尼出 

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唐朝将僧尼圈囿在寺庙 

中，限制其活动，高祖时就有僧尼无事需留居寺 

院，不可随意离开的规定。太宗时又有关于僧尼 

外出须有公文为证的规定。玄宗开元年间，更下令 

“六时礼阡，须依律议，午夜不行，宜守俗制。” 

长安、洛阳两地甚至不许僧尼午后出行，直至唐 

文宗年间，才放开了僧尼午后出行的权利，但夜 

禁仍没开放。唐律令中对僧尼交往规定：凡有出 

I．．UNII 0 历史论诲 ⋯  ～  

外讲经求法的，只能在当地寺庙中居住，僧人不 

得住人私家，百姓也不得入住寺庙，也不得容留 

僧尼居住。玄宗规定禁止在百姓、官员家中置办 

法事，若要置办，皆须在州县陈牒寺观中进行。开 

元年间还分布《禁僧道掩匿诏》要求僧尼全部返 

回所属寺庙，禁止云游，返回俗家。唐代宗禁止官 

吏、军士与僧尼混居一处。关于僧尼Et常服饰也作 

了细致规定，《唐六典》卷四中规定僧尼不得穿以 

绫罗及其等级以上的布料制作服装，也不得穿木 

兰、青碧、皂、黄色的服装，不得穿俗世服装，不 

得乘马、饮酒食肉，设食五辛，不得作音乐，不得 

赌博，不得和合婚姻，不得口出恶言，毁骂俗世之 

人，不得将佛教之物贿赠官僚，不得勾朋结党，违 

者勒令其还俗 。 

(4)对僧尼、道士违法规定方面甚详。唐律 

规定僧尼谋反、谋叛等 “十恶”大罪同常人处罚。 

僧尼犯奸盗法最重，《唐律疏议》“道士女冠、僧 

尼犯奸盗于法最重，故虽犯当观寺部典奴婢奸盗 

即同凡人，谓之三纲以下犯奸盗得罪无别，其奴 

婢奸盗一准凡人得罪，弟子盗师及师盗弟子物 

等，亦同凡盗之法。”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规 

定僧尼犯奸罪，较常人犯奸加重两等处罚。寺院 

上层寺主、上座、都维那犯奸罪，也与弟子犯奸罪 

同等处罚 。僧尼盗窃规定 “寺院三纲(寺主、上 

座、都维那)以下犯盗窃，部曲、奴婢也较凡人同 

罪，不得财者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 

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若无 

故毁坏佛像，加役流；盗毁菩萨像，照加役流减 

一 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 。关于僧民殴斗，杀 

人等违法行为规定：“若师主因嗔竞殴杀弟子，徒 

三年；如有规求故杀者，合当绞坐”，“其当观寺 

部曲、奴婢，于三纲(寺主、上座、都维那)有犯， 

与俗人期亲部曲、奴婢同。”明律与此相差不大， 

清代刑律规定僧尼不仅应该遵守教内戒条规范， 

更应该严守世俗法律，不应与其有所抵触。《大 

清律例》规定 “殴受业师”条例规定：“凡殴受业 

师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斩”，“僧尼谋杀受业师 

者，照谋杀大功尊长律，已杀者，斩决；已伤者，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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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已行未伤者，流二千里。殴、故杀者，亦照殴、 

故杀大功尊长律，斩决” ，并规定道、冠、僧、 

尼殴杀弟子等同于俗人殴杀兄弟之子，“凡僧尼道 

士，如因弟子违犯教令以理殴责者，照尊长殴卑幼 

律，非折伤，勿论。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至死 

者，照殴杀堂侄律，仗一百，流三千里” 。 

道士违反法律将受到更为严历的惩处，包括 

犯奸行为，《大清律例》规定：“道士女冠犯奸， 

加凡人罪二等。” 《唐律》规定 “居父母丧即 

大丧，若道士、女官奸者，各又加一等”。比一般 

社会人员受到超出二等、三等法律制裁。道士盗 

像，《唐律》卷十九 “盗毁天尊佛像”：“诸盗毁 

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冠盗毁天尊 

像，僧、尼盗毁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 

等。” 宋刑统与唐律相同。对此明律没有规定， 

按照规定，道士僧人须着本教服饰以示与普通社 

会人员区别，如任意着俗服将受到惩处，被逐出 

寺庙道观，责令还俗。《唐律》卷三“除免比徒三 

年”条规定：“若诬告道士、女官应还俗者，比徒 

一 年，其应苦使者，十日比笞士；官司出入者，罪亦 

如之。” 即诬告使僧道受到不应有的处罚时，诬 

告者就要受到相应处罚，如果官吏审判案件不实， 

也将按规定反坐此条规定，宋刑统与唐律完全相 

同，明律、大清律类似。 

(5)对寺院及僧尼占田的法规，唐高祖专门 

颁布了针对僧道的“授田令”，颁布专门的宗教土 

地法，如《唐六典》卷三载“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 

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唐僧尼 “身死及还俗，依 

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受。” 僧 

尼买卖授田土地，同凡人“卖口分田”论处。唐后 

期国家不再禁止寺院买卖土地，而是对交易过程 

进行管理，规定买卖土地签订的土地买卖契约要 

到官府备案，并登记人册。 

由此，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与佛教、道教紧密 

相联，法律文化不仅吸收借鉴了宗教的戒律、教条 

及思想主张，而且还制定了多项调整和规范宗教事 

务的律法，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蒙上了宗教色彩， 

同时又对佛、道等宗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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