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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关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就全世界而言，东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发展呈

现不同的前进轨迹。西方社会注重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认为宗教在法律之上，宗教的内容和价值观念成为法律

的内容和信条; 东方社会则注重法律对宗教的影响，认为法律在宗教之上，或促进或约束宗教的发展。《唐律疏

议》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有着继往开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对宗教事务的具体规定，真实地反映了

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双重关系，即法律既推崇和保护宗教，同时又限制和束缚宗教，宗教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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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宗教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像在西方

社会那样轰轰烈烈的局面，即时而宗教权力至上，时

而世俗权力至上，或者世俗政权与宗教权力合二为

一。譬如希伯莱的法律和宗教是不分的。《摩西五

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
在西方文明时期，法律与宗教共享同一种仪式、传

统，且具有同样的权威和普遍性。［1］“代译序”5 而中国的

传统思想，着重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出世的宗教

思想，自古就不发达。古代的儒家尽量避免谈及天

命鬼神一类。［2］436
可见，中西方宗教思想及表现形式

是不一样的，这主要源于东西方人对宗教的信仰和

价值观念的差异，以致东西方宗教的发展呈现不同

的前进轨迹。由此可见，宗教对中国的影响未及对

西方世界影响之强烈和深远。
学术界对于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看法不一。

就近而言，2010 年 12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 23 届全国

外国法制史年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专题探讨了

“法与宗教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西方学者哈罗

德 J·伯尔曼就法律与宗教的问题也进行了专门的

研究，他认为法律与宗教关系密切，相依相存。他提

出:“没有( 我所谓) 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

的法条主义。与此相对，没有( 我所谓) 法律的宗教

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导言”1 而在中国，宗教的

地位与作用似乎没有伯尔曼所想象的那么重要。从

宗教在各朝代的发展来看，其兴衰得益于世俗统治

阶级的好恶，其与法律的关系，则表现为宗教的某些

内容为法律所吸纳，但更多的是法律对宗教的保护

和限制，使其服务于世俗统治阶级，宗教在法律允许

的范 围 内 存 在 与 发 展。下 文 拟 从 唐 代 著 名 的 刑

律———《唐律疏议》对宗教的规定来探讨唐代法律

与宗教的关系。

一、宗教在唐代的发展

以佛、道两教为代表的宗教在唐代的发展如日

中天，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

济、文化环境中，宗教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

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

内容与以前相比大为增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

地淡化了。
( 一) 道教在唐代的发展

道教产生于我国的民众间，起初教理比较粗陋，

教典也比较稀少，其学术成就远逊于佛教。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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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的发展，借鉴和吸收了儒家和佛教的理论成果，

大批教典被创造出来，内容得到丰富。唐代是道教

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唐王朝在政治上极力尊

崇道教，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建道教宫观和大规模

度人入道，并在政治、经济上赋予道教许多特权，使

得唐代道观经济取得较大发展，从而大大增强了道

教的势力。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因为皇室与老子同姓，甚至自诩是老子的后

裔，因此，尊奉祖先是当然之举; 其次是因唐代皇帝

多喜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而这类丹药的制造，正

是道士们的专长，因此他们能与皇帝接近而受其宠

信。［2］443
但是相比佛教而言，道教缺乏智慧的经典和

深刻的内涵，所以虽有皇室作为后盾，终不如佛教流

传广泛。
( 二) 佛教及其他外来宗教在唐代的发展

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统治者积极吸取

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为巩固统治，采取了缓和社会

矛盾的种种措施，以防止农民战争再起。同时在思

想领域，采取儒佛道三教并用的政策，以调和三教的

矛盾。其中儒教只是儒家的思想学说，并不是真正

的宗教，而且自魏晋以降直至隋唐时，由于老庄玄学

的兴起和外来佛教的昌盛，已然失去往昔( 汉代) 的

盛势。［3］269
至于佛道两教之间，它们都是宗教，因而

在发展中自然可以相互效仿，相互吸收，取长补短，

但同时为了争夺宗教地位，它们也会发生激烈的纷

争。［3］270
其他宗教则势力微弱，不足以跟佛道两教相

提并论，也很少受到关注。
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经过了格义、创教、

立宗阶段后，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4］
并对中国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以

其独特的价值观念获得人们的认可，并得以发展，到

唐时达到顶峰。佛教是为追求人生解脱而创立的宗

教，其主旨的总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成佛，达到解脱

的境地。如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给予在艰辛的

人世间生存的人们以生存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这

些都是儒家思想和道教所不能相比的。正如我国当

代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 “汉晋以来，佛教输入，而

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

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理性之学，独

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①

隋唐时期，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为中国佛教学者

的思想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随着这种种主

客观条件的成熟，佛教各宗派相继成立。佛教在唐

代的兴盛发展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北方为主，法

相和华严二宗同盛于京师，天台宗流行于南方。到

武后时，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宗师为神秀，南

派为慧能。武后以后，法相、华严渐衰，继二宗而起

的则有北派禅宗和密宗。后期佛教的中心在南方。
安史之乱后，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

台宗受其侵逼，日趋没落。佛教的出世思想也随着

派别的发展演变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表现为禅宗

的出现。禅宗的产生，可以说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

一种妥协②，也可以说是佛教衰落的现象。［2］436
特别

是在唐武宗灭佛后，各宗衰微，唯有禅宗和净土宗以

秉守简朴的宗风，流传于民间，仍为士大夫所普遍崇

信。此外，还有祅教、景教、摩尼教和回教，由于这些

教派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其影响远不及

道教和佛教，因此，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二、从《唐律疏议》看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是中华法系的典

型代表，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

总结了秦汉以来封建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有利

于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制度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和司法审判原则，

都重新加以肯定，上升为法律制度。而把历代刑律

中那些不利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条款，都加以删

除或改革，使唐律更符合于时代的需要。［5］54
在宗教

问题上，与前朝相比，唐律对宗教事务的规定更加详

备。例如汉律规定: 盗高祖陵庙座前玉环者，处以死

刑。而唐律规定: 诸盗大祀神御物者，流二千五百

里。虽然处罚也很严厉，但比“盗玉环者死”的法律

是大为减轻了。［5］59
从《唐律》可以看到法律与宗教

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 一) 推崇和保护宗教，并给其一定的自由发展

空间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盛行以自然崇拜、祖先崇

拜和天帝崇拜为特征的多神教。中国早期宗教是和

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掌握这种通神的巫术，就掌握了

祭祀大权，进而也就掌握了氏族部落的大权。中国

宗教的神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神灵是现实

世界、现实秩序的守护者。人们往往有了现实问题，

才去求神灵保佑。［6］31—30
正是因为人们心目中有着

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所以在古代，从平民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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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亲到国戚，都非常注重祭祀的形式和要求。
从前朝法律来看，秦律中有处罚盗窃祭祀用品

的规定，但内容不多。汉朝是否有惩治盗窃祭祀用

品的规定，无据可查。但在晋朝也有处罚盗取太庙

衣物的案例。如《册府元龟》载: “贾苞为太庙吏。
光熙中，盗太庙灵衣及剑，伏诛。”［5］222

至唐代，统治

者在《唐律疏议》中对祭祀的仪式和各项要求进行

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唐代非常注重对祖先、神灵、天
地万物的尊崇，依据《祠令》:“对天称祀，对地称祭，

对宗庙称为享。”［7］307
并且严格规范祭祀的形式和内

容。所谓大祀，是指祭天地、宗庙、神州昆仑等。或

者车驾亲自祭祀，或者三公祭祀。中祀，指祭社稷、
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灶等; 祭司命星、风师、雨
师、各星辰、山林、川泽之类为小祀。［7］306

法律只规定

了对祀的犯罪处置，“祭”与“享”的犯罪处置似同

‘祀’，而且中祀犯罪处罚轻于大祀，小祀则轻于中

祀。在“祭祀”的犯罪中规定了官员在祭祀之前要

预先申报和颁告，不得贻误祭事，如“诸大祀不预申

期及 不 颁 所 司 者，杖 六 十; 以 故 废 事 者，徒 二

年”［7］306。严格规定祭祀的物品内容，如“牲牢、玉

帛之属不如法，杖七十; 阙数者，杖一百; 全阙者，徒

一年。”［7］306
在祭祀期间规定祭祀官员的歇宿制度，

“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

二日。小斋，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期间，受斋

戒 的 官 员 白 天 办 公 如 常，夜 歇 宿 于 家 中 之 厅

堂。”［7］306
对于违反者，“一宿笞五十; 致斋，不宿本

司者，一宿杖九十; 一宿各加一等。中小祀递减二

等”。此外，在大祀散斋期间，不允许出现吊丧、探

视病人、判决署理刑杀文书及决罚犯人，违者将被笞

打五十; 如果是以上述事情奏请者，也将被杖打六

十
［7］597。

唐代一方面制定刑律对祭祀、庙宇及天尊、佛、
真人、菩萨像等进行保护。对于盗窃大祀神御之物

者，如供神享用的物品及帷帐、几案、器杖等，处以流

刑二千五百里。对于盗窃准备供神使用之物以及供

祭已结束的供神享用之物，或者敬献物已盛装或制

成呈进的，处徒刑二年。凡一般人盗窃天尊与佛像

者，处徒刑三年，而盗毁真人和菩萨像者，处徒刑二

年半。另一方面，唐代统治者也非常注意吸收宗教

中有利于惩治犯罪的神罚思想和巩固统治的君权神

授思想，迷惑民众，如佛教和道教的禁杀日。根据佛

教的断屠月及道教的禁杀之日严禁杀生的宗教思

想，《唐律疏议》规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

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

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对于

性质恶劣的犯罪，可以突破秋冬行刑的传统制度，但

仍不可突破佛教的断屠月和道教的禁杀之日。这样

就非常明确地使宗教思想体现于刑律之中。这条刑

律在时制上对处决犯人进行规定，拟体现迁就天人

合一、神人合一的思想，给人以刑杀符合天理、仁义

的错觉。
( 二) 限制和束缚宗教，允许宗教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存在与发展

如前所述，道教一直为各朝代所推崇，而佛教的

发展则兴衰交替、波澜起伏。至唐代，唐太宗认为佛

教对“治国”有利而大力扶植。武则天也利用佛教

来为其当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更是接受佛教的灌

顶仪式。唐代宗则把李唐王朝的延续，当作佛教因

果报应的验证，这样，佛教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

涌现出一大批僧侣贵族，有的被奉为国师，有的领地

受封，形成僧侣贵族的特权阶层，并推动了寺院经济

的飞速发展。当时的佛教寺院垄断了大量的土地和

劳动力，拥有庄园、水硙、当铺和奴婢，享有免税和免

役的特权。在法律上，僧侣道士等从教人员也享有

一定的特权，如据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引日本秋

月观映关于《道僧格》之复原著作说: “道士、女官、
僧、尼犯徒以上，送官司依常律推断，许以告牒当徒

一年。”［7］203
告牒，又称为度牒，是官府准予入佛道颁

发的身份凭证，持有告牒者可享受国家许可当一年

徒刑的特权。但是道士、女官、僧、尼犯奸淫罪的，不

能以度牒抵当徒刑。
随着寺院和道观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引起佛

教宗派之间和道观内部的剧烈竞争，而且激起了唐

代世俗统治阶层的警觉，为了防止道观和宗教寺院

势力的继续扩大和巩固统治地位，唐代统治者在法

律中对私入道及经断不还俗与私度人入道进行了严

格的规定。如《唐律疏议》:“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

一百; 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

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

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

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唐

代法律对宗教的限定，只是为了体现统治者对宗教

的态度，即社会管理模式以世俗政权统治为主，宗教

发展为辅，不能影响和动摇世俗政权地位，否则就要

受到打击和限制。不仅唐代如此，其他各朝代也是

这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式的政权统

治，宗教的地位也一直是从属于世俗政权统治的。
可以说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独立发展的有着丰富内涵

和思想的宗教。即使是被引进的外来宗教，它们为

了在中国生根开花，也必须与中华文化相融合，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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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吸收儒家的伦理思想，如忠孝、仁爱、礼仪等，同

时也要吸取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以便实现外来宗教

的中国化。
总之隋唐盛世是军事强大、政治统一、经济发

达、文化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国宗教文化信仰的鼎盛

时代，特别是“公元 819 年唐宪宗迎佛骨至宫中供

奉”事件的出现，此时，中国佛教哲学进入了繁荣发

展的时刻，使佛教人才济济。自隋初迄武则天时，可

以说全国第一流的思想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佛学

界。为规范宗教的发展和明确宗教的地位，唐朝统

治者在总结和吸收前朝法律精华的基础上制定了我

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典———《唐律疏议》。根据《唐律

疏议》对宗教事务的规定，可以看到，唐代世俗统治

者一方面注重利用宗教思想中有利于其统治的内

容，如神罚、君权神授等思想来迷惑民众，从而达到

在思想领域统治民众的目的，让民众意识到他们的

统治是应天而行的，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

害怕宗教阶层势力的过度扩张会触及世俗政权的利

益，从而采取立法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和限制，维护

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可以说，在这部法典里，可以

清晰地看到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并折射出我国

古代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即世俗政权

始终凌驾于宗教权力之上，宗教需要为世俗政权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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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in Tang Dynasty from the Angle of The Code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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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ncient times，people have been very cautio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law． As for the world，the developing courses of religion and law are different in western society and oriental socie-
ty． The western socie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igion than to the law． The manifestation form is that the reli-
gious thoughts are on top of the law and the contents and the valu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have changed into the con-
tents and creeds of law． However，the oriental society lays more stress on the influences of law on religion． The
manifestation form is that the law is on top of the religion． It usually promotes or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
gion． The Code of Tang Dynasty is a very important code in Chinese history． It has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s on
the world． And its specific regulations about religion in Tang Dynasty truly reflect the dou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law in Tang Dynasty． The law of Tang Dynasty plays two functions on religion． It not only protects and
praises highly of religion but also restricts and restrain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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