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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团体财产法律制度
考察与启发
黄晓林
【内容摘要】 日本的宗教团体依据《宗教法人法》规定的条件，能够成为宗教法人，拥有独立的财
产权，受到宗教立法的特别规范与保护。宗教法上的财产必须用于宗教目的，进行礼拜用财产登记。宗
教团体必须成立管理世俗事务的机构，对宗教财产加以管理，宗教财产的使用管理行为不但受到内部监
查机构的监督，而且处分重要财产时，应当向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告。这些财产方面的立法，为宗
教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信教自由原则。我国的宗教财产制度在维护宗教团体利益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立法理念、宗教财产登记、财产的管理与监督
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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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宪法》第 20 条规定，对任何人的信

法理，宗教法人作为法律上独立的主体，对其财

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信教自由通常包括思想上的

产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

信教自由和行为上的信教自由两个方面，行为上

管理、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宗教法人法》以第

的信教自由往往表现为礼拜、结社、举行仪式、

1、4 条的规定为基础，遵循信教自由的原则，构

教化信徒等宗教活动。实施宗教活动，通常需要

建了宗教团体财产的归属、管理、运用、处分等

一定的物质基础。为了保障行为上信教自由的实

一系列制度，保障宗教活动具有必要的财产基础。

现，《宗教法人法》及相关立法设置了具体的宗教

本文将从日本宗教团体财产归属的历史变迁入手，

团体财产制度。《宗教法人法》第 1 条规定该法的

考察宗教财产的相关规定，分析宗教团体财产制

立法目的是，帮助宗教团体拥有、维持运用礼拜

度的特点，探寻可以为我所用的经验。

设施和其他财产，以及为实现此目的所经营的事
业，而赋予宗教团体法律上的权利。第 4 条规定，
宗教团体可以按照法定程序成为宗教法人。根据

一、宗教团体财产归属的历史变迁
日本宗教团体财产制度在近现代经历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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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有—私有”的变迁过程。
（一）宗教团体财产的国有化
在幕藩体制下，神社、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

行之前，就曾采取措施，将明治初年政府从寺院
无偿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寺院，所以，从相关立法
沿革来看，不能认为国有财产的处理措施违反宪
[2]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明治政府认为神

《宗教法人法》颁布，赋予符合法
法。” 1951 年，

社、寺院的土地属于公有领域，所以，在“明治

定条件的宗教团体法人资格，确认宗教法人的独

四年太政官布告四号”中规定，为了祭礼、法事

立财产权，宗教法人有权管理、使用、处分属于

所必要的境内土地除外，其余的均返还政府，被

自己所有的财产，从而建立宗教法人财产权制度。

称为“上知”或“上地”。随后，明治政府又发布
“明治六年太政官布告二七二号”，据此修改了众
多法令。例如《地租修正条例》等法令规定，区

二、宗教团体财产的范围及登记
《宗教法人法》在不同的条款中，使用不同的

分官有、民有土地时，有私有证明的土地除外，

术语分别规定了宗教团体的财产：礼拜设施、境

其余均编入官有土地。同时，明治政府从保护神

内建筑物、境内土地、基本财产、宝物。

社、寺院的立场出发，将“上地”无常借给宗教
[1]

（一）宗教团体财产的范围
1. 礼拜设施

团体使用。

（二）国有财产返还宗教团体

《宗教法人法》第２条规定，具备礼拜设施是

虽然明治政府将国有化的土地等财产无偿借

宗教团体的要件之一。这里的“礼拜设施”一般认

给神社、寺院使用，但是寺院方面一直坚持要求

为是安置或表征信仰对象，以及为了举行仪式、礼

政府归还土地。于是，1899 年颁布《国有土地森

拜而必要的宗教活动中心设施、场所，包括建筑物

林原野返还法》，允许政府将官有化的土地、森林

和土地。 关于“礼拜设施”这一术语，立法者有

原野等返还民间。1939 年，《宗教团体法》颁布，

如下解释：
“由于宗教的共性是以礼拜为中心，因

同时又制定了《关于处分无常借贷给寺院等的国

而使用了礼拜这一术语，如果宗教团体有专门为礼

有财产的法律》, 这两个立法奠定了通过转让方式

拜活动而使用的设施，就将这种设施称为“礼拜设

将寺院等占有的国有财产转让给寺院等宗教团体

施”……使用“礼拜设施”的术语，在宗教界一

的法律基础。

般会被理解为宗教团体的中心建筑物。
”

[3]

[4] ②

宗教活

1947 年 4 月，通过了《关于处分无偿借贷给

动的中心设施、场所的名称因宗教团体的不同而有

社寺等的国有财产的法律》
，修改了 1939 年的相关

所差异，例如：神社的本殿（拜殿）
、寺院的大殿

立法。根据该法的规定，本法案施行后 1 年之内，

（佛堂）
、教会的天主堂（会堂）等。

如果有人提出转让申请，在国有化的土地中，对宗

2. 境内建筑物、境内土地

教活动是必要的土地，可以无偿转让；其它的未按

境内建筑物、境内土地的含义比礼拜设施更

照宗教团体的目而使用的土地，按照时价转让或有

为广泛，是决定宗教法人存续的重要财产基础，

偿租借。关于地方公共团体所有的财产，参照国有

在财产管理、赋税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财产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被编入国有林的神社、
寺院的树林，参照境内土地的处理方式，通过无偿
①

第一，境内建筑物，指的是为了实现《宗教
法人法》第 2 条规定的主要目的而必要的固有建

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理。 针对《关于处分无偿借贷

筑物及工作物。第 2 条规定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宗

给社寺等的国有财产的法律》中“将寺院等境内的

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教化培养信徒（下称宗

国有土地无偿或以时价的半价转让给该寺院等”的

教目的）。符合条件的境内建筑物有：本殿、拜

规定，是否合宪的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最

殿、本堂、会堂、僧堂、僧院、信徒修行所、社

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均认定不违反宪法，
“新宪法施

务所、库里、教职舍、宗务所、教务院、教团事

①福田繁在 1978 年宗教政治研究会的演讲。
② 1951 年 3 月 14 日众议院文部委员会政府委员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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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及其他为了宣扬教义、举行仪式以及教化信

3. 基本财产

徒而使用的建筑物和工作物（包括附属建筑物和

基本财产是维持和运营宗教法人的业务、事业

①

周围附属建筑物）。

的基础性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有价证券、存

第二，境内土地，指的是为了实现宗教目的必

款等。由于境内建筑物和境内土地是宗教法人从

要的土地：
（1）境内建筑物和附属物附着的整块土

事活动的基本而重要的财产，所以就理论意义而

地，包括树木、竹林及其他建筑物和工作物以外的

言，土地、建筑物应当包括境内土地、境内建筑物

定着物。
（2）参拜道路附着的土地。
（3）为举行宗

在内的所有不动产，其外延大于境内建筑物和境内

教仪式而使用的土地，包括神选田、佛供田、修道

土地，但实际上，基本财产中的土地、建筑物几乎

耕牧地等。神选地、佛供田是神社或寺院中，生产

和境内土地、境内建筑物的范围相一致。国债、公

专门祭神、供佛用农作物的田地。修道耕牧地，是

司债、定期存款等，具有确定性，能够作为基本财

天主教的修道者为了修道，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自

产，而股票等投机性比较强的有价证券，则不属于

给自足的农耕用地。
（4）庭院、山林及其他为保持

基本财产的范畴。基本财产的具体范围最终由该宗

神圣庄严或景观而使用的土地，指的是从宗教团体

教法人决定，记载在财产目录中。虽然《宗教法人

的特性出发，该建筑物、土地本身是某个宗教组织

法》没有明确基本财产与宗教目的的关系，但是，

的中心地或保持信仰情感的土地。
（5）与历史、古

基本财产是宗教法人事业活动的基础，而宗教法人

记等有着密切关系的土地。这类土地指的是在历史

的主要事业活动是宗教活动，所以基本财产主要还

上，特别或直接与该神社、寺院等有直接密切关系

是用于宗教活动，具有宗教目的性。

[5]

的土地。 例如：降临地、教祖的修行地、布教基

4. 宝物

地等对该宗教法人而言，是宗教上、历史上的重大

宝物是教祖、开山者的遗留物、书画、与该

事件发生场所。
（6）为了防止上述各类建筑物、附

宗教法人的历史、信仰等有关的重要财产。如果

属物或土地灾害而使用的土地。

说基本财产主要考虑其经济价值，那么宝物则是

判断某一财产是否属于境内建筑物、境内土
地时，往往遵循两个标准：
（1）是实现宗教法人
主要目的的必要条件；（2）对该宗教法人而言，
是固有的财产，具有固有性。所谓固有，指的是

以宗教上、信仰上的价值为重点。同样，宝物的
设定由该宗教法人判断。
（二）宗教法人财产的登记
宗教法人在管理运营过程中，可能需要转让、

宗教团体本来具有的意思。实践中，通常由宗教

出租、抵押一定的财产，与社会其他主体发生交

团体自己确定境内建筑物和境内土地的范围。根

易。为了便于社会第三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

据上述判断标准，即使宗教团体单方面将其使用

宗教团体的财产信息，保障相关交易活动的安全，

的的建筑物、土地设定为境内建筑物、境内土地，

同时维护宗教团体存续基础的稳定性，《宗教法人

也不意味着这些物就是《宗教法人法》上的境内

法》设置了宗教财产登记制度。宗教法人财产登

建筑物和境内土地。这些物要成为法律上的境内

记有以下两类：

建筑物和境内土地，必须从宗教团体的特有属性

第一，设立登记。《宗教法人法》第 52 条规

出发，被通常使用的、与宗教法人相应的建筑物、

定，宗教法人在进行设立登记时，应当在申请书

土地，应当根据各宗教法人的教义、宗风、传统、

中记载：（1）基本财产的总额；（2）宗教法人章

规模、风格等，对建筑物、土地的范围、必要性

程对境内建筑物、境内土地、宝物的处分事项有

进行具体判定。

[6]

记载的，该事项。宗教法人成立后，设立登记中

① 本殿是神道教安奉神灵的建筑；拜殿是神社中用于礼拜的前殿；本堂是寺院供奉本尊的建筑；会堂是基督教的教会堂；
僧堂是佛教中用于坐禅、斋食的建筑；僧院是天主教中专门用于礼拜、修道的建筑；信徒修行所是信徒集会、加深信仰、修行的
设施；教职舍通常称为牧师馆、司教馆、司祭馆等，是为了管理教会、举行宗教活动而由宗教师常住、教化信徒、自我修行的建
筑；寺院的库里相当于神社的社务所；宗务所、教务所、教团事务所分别是佛教、神道教、基督教的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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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事项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礼拜用建筑物及其用地的登记。所谓
礼拜用建筑物及其用地，指的是安置礼拜对象的

人的财产事务。在规模较大的宗教团体中，各类
业务关系非常复杂，为了确保合法、适当地管理
运营，有必要对财产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本尊、祭神等的建筑物和作为礼拜场所的建筑物

第一，监查机构的监督。在宗教法人中设置监

及其用地。根据第 83 条的规定，宗教法人所有的

查机关，监督责任役员、代表役员及其他人员的管

不动产，一旦作为礼拜用建筑物及其用地被登记

理行为。宗教法人中设置的监查局、监事等均属于

的，除法定情形之外，不能因登记之后的原因产

监查机关。监查机关是任意机关，由宗教法人自行

生的私法上的债权，而查封该不动产。法定除外

决定是否设置。监查机关的职能大致可以分为会计

的情形有：不动产先取特权、抵押权、质权的实

监查和业务监查。宗教团体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

行及开始破产程序。很明显，该规定的立法目的

况，规定监查机关的职务权限，可以设置仅具有会

是，通过对宗教用财产设置特殊保护，防止宗教

计监查职能或业务监查职能的机关。会计监查的对

活动受到不利影响。

象是宗教法人的收支处理、财产状况等，依据年末

三、宗教财产管理与监督制度

会计报表、财产目录等资料，对会计事务进行全面
监查，向责任役员会报告监查结果。业务监查的对

宗教团体的财产关涉团体自身、信众、债权

象是责任役员做出决定的行为以及代表役员的执行

人等众多利害关系主体，应当有健全而合理的管

行为，例如：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人章程的

理与监督制度。

要求、责任役员会的召集、公告、财产目录的备置

（一）借鉴公司治理结构的财产管理机构
在宗教法人的内部设置分管世俗事务和宗教

等行为是否有懈怠职务的情形、宗教法人经营的收
益性事业是否符合法人目的等。

事务的机构。
《宗教法人法》借鉴公司的治理结

第二，信众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宗教

构，规定宗教法人必须设置代表役员、责任役员

法人的财产大多由信徒捐赠而来，信徒有权利知

（会）
，管理宗教法人的包括财产事务在内的世俗事

悉一定的财产使用管理信息。为了维护信徒及其

务。第 18 条第 6 款规定，宗教法人的世俗事务由

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宗教法人的民主管理，

责任役员会的成员合意决定，由代表役员执行，对

宗教法人的设立、章程变更、合并、任意解散、

外权限也由代表役员行使，代表役员以宗教法人的

财产处分等对宗教法人有重要影响的事项，应当

名义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借贷、租赁等合同，实施

向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开。公告制度的目的

世俗层面的财产活动。代表役员和责任役员只拥有

在于，防止责任役员或代表役员等宗教法人的管

世俗事务的决定权与执行权，不享有任何管理宗教

理者恣意枉为、独断专行，避免这些人员将宗教

事务的权限。宗教事务由掌管宗教活动的人员及机

团体的财产私人化，损害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构负责，例如寺院的住持、神社的宫司、教会的牧

的利益，保障宗教法人运营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7]

师等，这些人员拥有宗教上的身份和地位，是从事

《宗教法人法》第 23 条规定，宗教法人处分

“圣职”工作的人员，负责宣扬教义，举行宗教仪

财产时，除遵守宗教法人章程的规定外，原则上

式等宗教活动。宗教活动的负责人的任命、职权等

应当在此行为实行前至少一个月，向信徒及利害

事项由宗教法人自行决定，立法不予干涉。由于宗

关系人公示该行为的主要内容。必须公告的财产

教团体的历史传统，实际上大多数宗教法人是由宗

处分行为有：（1）处分不动产或者财产目录中所

教事务的负责人兼任代表役员的。即使在这样的宗

列之宝物，或者以其为担保。（2）借入（使用该

教法人中，就法律角度而言，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

会计年度的收入偿还的暂时借入除外）或者作为

的管理权限也是泾渭分明的。

担保。（3）境内主要建筑物的新建、改建、增建、

（二）财产管理的监督制度
责任役员和代表役员是主要的组织机构，二
者应当尽到善管注意义务，适当管理运营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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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建、拆除或明显改观的施工。（4）境内土地明
显改观的施工。（5）境内主要建筑物的用途、境
内土地用途的变更，或者将其用于非宗教目的。

日本宗教团体财产法律制度考察与启发
公告财产处分行为后，如果信徒及其利害关

关系明确。在日本宗教团体财产制度发展历史上，

系人提出了合理的请求，陈述异议，责任役员或

从明治早期到二战结束之前这段时期，宗教一直

代表役员应当考虑各方意见，进一步检讨做出决

是国家专政的工具，国家将宗教团体的财产视为

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重新做出决定。即使结论与

国家财产，实施国有化政策，宗教团体的独立法

原来的决定相同，也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效果。由

律地位无法确立，宗教财产关系比较模糊、混乱。

此可见，公告并不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但健全

二战之后，随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

的常识意识补充了其弱势的一面，法制与良知共

宗教团体的独立法律地位得到确认。宗教团体可

[8]

同作用，使公告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果公

以依法成为宗教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权。为了

告有瑕疵，例如，违反法律、宗教法人章程，应

保障宗教活动有充实的物质基础，《宗教法人法》

当公告而不公告的，该处分行为无效，但不能对

围绕财产的管理运营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在这些

抗善意的第三人。通说和判例一般认为，欠缺公

规定中，财产权的归属是前提和基础。只有明确

告程序的财产处分行为能够对抗交易相对人或第

了宗教团体对财产的独立法律地位，才能发挥宗

三人的条件是，对方恶意或有重大过失。

[9]

四、日本宗教团体财产制度解析及对我国的
启发

教团体管理、运营财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排除其
他社会主体对宗教团体财产的侵害及其他干涉行
为，保障宗教活动有稳定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对宗教法人财产进行特殊保护的前提

日本自 1951 年施行《宗教法人法》以来，宗

是财产使用的宗教目的性。就理论意义而言，宗

教法人财产制度的具体规定几经修改，但是财产

教团体属于社团组织，其财产关系可以适用民法

制度中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模式等没有发生

规范。但是，宗教法人毕竟与其他社会主体不同，

本质变化，正是这些基础性的、不变的内容引导

负有宣扬教义、举行宗教仪式、教化培育信徒的

着日本宗教财产制度不断走向完善，为宗教团体

目的。所以，在财产制度的设置上，应处处考虑

的存续和宗教活动的开展提供稳定而充实的物质

其宗教性，为实现宗教目的而管理、使用各类财

基础，从物质层面为信教自由的实现提供保障。

产。

（一）日本宗教团体财产制度的特点

日本《宗教法人法》中并没有出现“宗教财

第一，宗教财产制度的立法目的明确。日本

产”的专门用语，但是，《宗教法人法》中规范的

《宗教法人法》第 1 条明确规定了该法的立法目

财产及税收立法中非课税对象的财产，均是与宗

的：为了确保宗教团体的财产基础而赋予其法人

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财产。宗教法人的财产范围

人格；国家权力应当尊重信教自由，禁止干涉宗

中，礼拜设施是用于宗教礼拜的建筑物，境内土

教活动。信教自由很多时候是通过宗教活动实现

地、境内建筑物是为了实现宗教目的而使用的财

的，而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

产，宝物更是与宗教团体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基础，并且，物质因素往往是宗教活动的重要保

基本财产是宗教法人事业的基础性财产，而宗教

障之一。因此，
《宗教法人法》在财产制度方面，

法人的事业主要就是宗教事业，所以基本财产依

紧紧围绕信教自由原则设计各项具体规定，防止

然是宗教活动的基础性财产。在宗教法人财产登

国家在管理宗教的过程中过度干涉宗教活动。例

记、公告制度中，规范的重点也是与宗教活动有

如，赋予宗教团体法人地位，使其拥有独立的财

密切关系的财产。例如，设立时对基本财产总额、

产权，能够自主管理、处分所拥有的财产，排除

境内土地、境内建筑物、宝物等的登记，对礼拜

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体的非法干涉。可见，宗

用建筑物及用地的登记和特殊保护，以及向信徒

教团体财产制度的终极目的不是加强国家对宗教

公告处分财产的重要行为等，均是从财产的宗教

财产的管理，而是实现信教自由原则，换言之，

性使用的角度，保护宗教活动的物质基础。

保障信教自由、防止国家权力过度干涉宗教团体
事务。
第二，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及宗教财产权属

第四，宗教财产权客体范围及法律地位明确。
《宗教法人法》使用了“礼拜设施、境内建筑物、
境内土地、基本财产、宝物”等概念表述宗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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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虽然各类财产在范围上可能有所重叠，但基

运营情况公开、透明。首先，宗教团体的财产登

本上厘清了宗教财产的范围，使宗教法人财产权

记制度可以使社会第三人及时、准确了解宗教法

的范围清晰可辨，同时也明确了宗教财产的地位。

人的财产设立、变动情况，维护交易安全。除了设

例如，第 83 条规定，宗教法人的不动产，一旦作

立宗教法人时应当进行财产登记公示外，当相关信

为礼拜用建筑物及其建筑用地被登记的，除了法

息发生变动时，也应当进行登记。其次，财产公告

定情形之外，不能因登记之后的原因产生私法上

制度使宗教法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具有透明性，有利

的债权，而查封该不动产。法定除外的情形有：

于信徒监督宗教团体，防止宗教法人及其管理人员

不动产先取特权、抵押权、质权的实行及开始破

滥权。宗教法人设置管理机构，负责法人财产管理

产程序。第 23 条、24 条规定，境内建筑物、境内

运营等事务，捐赠大部分财产的信徒无权直接管理

土地的处分、担保、新增改建、用途变更等事项

处分法人财产。信徒基于信仰情感，往往希望所捐

必须履行公告程序，违犯该规定的，原则上无效。

赠财产的使用能够符合自己的意愿。所以，
《宗教

宝物通常做为“特别财产”在财产目录中列出。

法人法》规定重要的财产处分行为应当向信徒公

处分宝物或以宝物提供担保的，应当履行法定的

示，信徒可以对不合理的处分行为提出异议，督促

公告手续，违反该法定程序的处分行为原则无效。

管理机构谨慎做出决定，监督管理者的行为。

此外，各类税收立法对宗教财产及宗教收入，实
施非课税制。从宗教财产的管理措施来看，其目

（二）我国宗教财产制度现状及完善
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

的均在于保障宗教活动的现实财产不被非法侵害，

有制定较高阶位的、统一的宗教立法，《宪法》中

为宗教活动提供现实的物质保障。

规定了信教自由的基本权利，《民法通则》第 77

第五，设立财产管理及监督制度，保障宗教

条提到了“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

财产的使用管理合法。一般情况下，日本的宗教

法律保护”，此外，在旧《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

团体均依据《宗教法人法》的规定，结合自身情

集中规定了“宗教财产”的相关事项，例如，宗

况设置决策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在宗教

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动产应当进行

财产的管理运营中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形成类

产权登记及拆迁时的特别保护、宗教团体接受的

似于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宗教财产的民主管

捐赠和从事公益事业所获收益的使用与管理、财

理。

务管理等。虽然如此，依然存在诸多缺陷：历史
日本规定宗教法人必须设置代表役员和责任

遗留问题、宗教财产权属与法律地位不明、管理

役员（会），作为意思机关和执行机关，负责宗教

与监督制度不健全等。在诸多问题中，讨论最热

财产在世俗层面的管理、运营。为了保障管理人

烈的就是宗教财产的归属问题

员能够依据法律和宗教团体的章程行使管理权限，

法律地位不明确。（2）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财产归

防止宗教财产受损，各个宗教团体一般还设置总

中国教会所有，佛道教的寺观及所属财产为社会

代等监督机构监督管理人员的业务行为。由此形

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及所属房屋为信教群众

成决策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相互分工、相

集体所有。 这一政策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对不

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同的宗教采取区别政策，有悖于宗教平等的思想；

另外，大部分宗教财产是由信徒捐赠而来，
信徒对财产的管理与运营情况不可能漠不关心。
而且，宗教团体作为世俗层面法律主体，必然会

[10]

：（1）宗教团体

①

其次，“中国教会”
“社会”
“信教群众”等产权主
体的内涵、范围不明确。
前文中，日本宗教财产制度的历史变迁中，

与其他社会主体产生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

宗教团体经历了从法律地位不明到成为宗教法人

以，《宗教法人法》要求宗教法人及时向社会公众

的过程，最终解决了宗教财产的归属问题。从日

和信徒公示财产信息，使宗教财产的使用、管理、

本的经验可以看出：解决历史问题及现实问题的

① 1980 年 7 月 16 日，
《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国发
[1980]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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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办法就是赋予宗教团体独立的法律地位，使

止宗教组织的负责人善断专权，但是，相关政策

宗教财产的产权归属明确。

并没有明确管理方式。此外，新《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事务条例》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

中规定宗教场所可以登记为法人，《民法总则》第

第 176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18 年 2 月 1 日

92 条第 2 款规定，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

起施行。其中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宗教财产的事项，

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

较旧《宗教事务条例》有明显变化。对历来争议

人资格。虽然如此，由于宗教组织不同于一般的

比较大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地位和财产归属问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捐助法人，而是与宗教

题，修订案有明显突破：赋予寺庙堂观等宗教场

活动密切相关，宗教财产的管理运营过程中既涉

所法人地位，登记为宗教场所法人，此外还有宗

及宗教事务，也涉及世俗事务，非常复杂，内部

教团体法人、宗教院校法人。三类法人对依法占

组织机构的设置、职责权限等事项有其特殊性。

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享有使用权和

然而，《民法总则》中仅有普通捐助法人的组织机

收益权。其他合法财产属于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构的设置等事项的一般规定，并没有针对宗教组

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所有。这一修改解决了宗

织的特殊性，详细规定监督机关、决策机关、执

教团体的财产归属问题，期待以后发挥定纷止争

行机关的选任、职责、制约等事项，这些都不利

的作用。即便如此，目前的宗教财产制度依然有

于民主管理目的在实践中的实现。
此外，宗教财产的管理、运营涉及众多信众，

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一，明确宗教财产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

也与社会第三人、宗教组织的债权人、国家等密切
相关，应当有严格监督机制，防止管理人员滥用职

障信教自由。
虽然《宗教事务条例》中规定“保障公民的

权，徇私舞弊。新《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团

信教自由”，但是从其行政法规的性质，以及历史

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上解决宗教财产问题的指导思想可以看出，规范

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

宗教财产的目的实际是为了实现国家在特定历史

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这里规定

时期的建设需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法律

了主管部门监督和信徒监督两种方式，但是没有规

政策的制定重在加强管理，对宗教组织的利益考

定监督的方式、程序和法律效力，信众的监督也仅

虑不足，无法真正实现《宪法》规定的信教自由

限于“接受、使用捐赠情况”
，而且这里的监督均

的权利。到目前为止，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

是事后监督，没有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措施。

妥善解决，更增加了新的纠纷，例如近些年因拆

为了提高新《宗教事务条例》中规范宗教财

迁导致的纠纷；地方旅游部门将寺观划入旅游范

产的措施的可操作性，实现管理的民主性、透明

围，然后以公司名义上市等。所以，我国不但在

性，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详细规定主管世俗事

立法上应当明确宗教财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

务的决策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的产生、职

信仰自由，而且在执法、司法中也必须始终坚持

责等，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同时，明确向信徒

信仰自由的精神。只有真正贯彻这一精神，才能

公示财产管理信息的程序、效力，增加公示的内

设计出更加完备的保护宗教团体利益的制度，减

容，加强信徒对宗教财产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

少财产纠纷，实现社会和谐。
第二，完善宗教财产的管理监督制度。
我国的多个国家政策中均提到“宗教界按民
①

第三，明确宗教财产的范围及法律地位，强
调财产使用的宗教目的性。
新《宗教事务条例》第 50 条规定了宗教团体

主管理的原则负责管理”。 新《宗教事务条例》

的财产有：土地、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

第 25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

他合法财产、收益。第 51 条规定土地和房屋应当

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管理符合法治精神，可以防

到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不动产登记。（1）没有强

① 1994 年 10 月 20 日，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
，国宗发 [1994]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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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相关财产的宗教目的性。宗教团体与一般社会

产使用管理和监督措施等。只有从这些方面完善

团体不同，有鲜明的宗教特色，相关财产的使用

宗教财产制度，才能解决目前宗教界的财产混沌

与管理都应当与宗教事务有关，不能作为一般财

局面，为信教自由的实现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产对待。（2）土地和房屋的登记履行的是一般不

还宗教界一片清净，为社会创造一份宁静。

动产登记程序，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重复。土地
和房屋是开展宗教活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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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Japanese Property System of Religious Groups
Huang  Xiaolin
Abstract：According to Religious Corporations Act, the Japanese religious groups can become religious juristic
person, which has the independent property right that is specially regulated and protected by religious legislation.
The Religious property must be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registered as the property for worship. The property
and incomes related to religious purpose does not need to pay taxes.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property is
subject to supervision, important dispose of properties should be announced to the believer and other interested persons.
These property legislation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so to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freedom.Chinese religious property law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us
group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 in
legislative concepts, religious property registr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Key words：Religious Juristic Person; Religious Property; Religious Purposes; Religious Freedom; Japanese Religiou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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