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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立法沿革及理念的变迁 

’  黄晓林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 ：日本近现代 宗教 团体法 自明治政府的神道国教化政策开始，经历 了明治宪法、宗教 团体法、 日本 

宪法、宗教法人法的制定与修改，迄今已有近 150年的历史，立法理念经历了重大变迁：信仰 自由权利不 

断扩大，政府排斥、压制 宗教的权力逐渐缩小，最终确立了信教 自由、政教分 离、圣俗分 离的理念。这一 

变迁是宗教事务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 日本对压制信教 自由政策给个人、社会所带来的痛苦的反思， 

代表 了社会文化 、人类精神 自由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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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法人法于 1951年颁布，到 2008年为 

止，先后进行了 25次不同规模 的修改，与其他有 

关宗教团体的法律法规，例如宪法、民法、公益法 

人法、税法、劳动法等相互配合，形成了日本现行 

的宗教团体法律制度。在这一庞杂的法律体系中， 

宗教法人法处于核心地位，规定了宗教团体的基本 

行为规范，反映了宗教立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 ，是 

了解日本宗教团体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文 

章通过梳理 日本宗教法人法的立法过程 ，探讨其立 

法理念的变迁 ，分析信教 自由原则的确立与 日本社 

会文化、宗教事务发展的关系。 

一

、 从神 道 国教 化 到 

明 治 宪 法 的信 仰 自由 

(一)神道国教化政策的确立 

1868年成立的明治新政府 以建立强有力 的统 

一 国家为 目标 ，确立 了以天皇为 中心的国家体制 ， 

采用神道国教化①政策，恢复 了政教合一 的制度。 

将供奉天皇家氏神的伊势神宫置于全国其他神社之 

上 ，把全国各地的神社分为不 同的等级 ，纳入国家 

体制，使其成为国家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将这些神 

社神道通过立法上升为国教 ，促使国民强烈崇拜， 

以维持天皇权威的绝对化。 

收稿 日期 ：2016—01—12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日本宗教法人法论”(14FFX021) 

作者简介：黄晓林 (1973一 )，女，山东青岛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日本同志社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民商 

法 、宗教法。 

① 通常意义上的神道国教化，指的是将神道作为 日本的国教的运动，就是以神道为核心理念教化国民，主张天皇神格化、祭政一致等， 

将祭祀作为国家行为在皇室、神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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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教国教化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1872 

年天皇政府不得不放弃了神道国教化的政策，以 

《三条教则》为根本宣扬皇道思想 ，任命神宫 、僧 

侣等教职，转而采取神佛共 同布教 的国 民教化政 

策。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浦上教案 ，在基督教 

徒的反对下 ，1873年政府撤销了禁止基督教 的政 

令 ，默许 了基督教活动的合法性 。此外 ，从欧美回 

国的知识分子带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政府的 

宗教政策受到严厉抨击。加之修改条约等国际舆论 

的压力，为了获得西欧各国的信任，日本政府不得 

不出台信仰自由的政策，神社神道与教派神道相分 

离 ，神社是国家祭祀的设施 ，提 出了 “神社非宗教 

论”的观点，试图协调对神社的强制崇拜与信教自 

由之间的关系 j。 

(二 )明治宪法中信教 自由权利的确立 

1889年大 日本 帝 国宪 法 (明治宪法 )颁布 。 

受人权思想影 响，第 28条规定保障信教 自由， 

即日本臣民在不妨碍秩序安宁及不违反臣民义务 

的前提下，有信教自由。信教 自由作为一项宪法 

上的权利被确认下来。实际上，明治宪法所保障 

的 “人权”并不是天赋 的 自然人权 ，而是 因宪法 

规定 而产 生 的 权 利。天皇 、贵 族 与 臣 民是 不 同 

的 ，前者永远是支 配 者 ，后 者 永远 是被 支 配者 。 

这样 的思想意识是 明治宪法的根基_2J。此外 ， 日 

本 明治 宪 法对 人权 的保护 只 是保 障 “臣 民的 权 

利”。明治宪法 的上谕规定 ：“朕 宣告珍视 和保 护 

我 的臣民的权利及 财产 安全 ，在 宪法和法律 的范 

围内应该完善它的享有。”这种宪法上的权利仅 

指 “以法律的规定 ”而予 以保 护 ，从 而给予 了立 

法者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个人权利的 自由。 

根据 “神社非宗教论 ”的解 释，参拜 神社是 臣民 

的义务 ，拒绝参拜神社是对神社 的不敬 ，妨碍 了 

国家 的 “安 宁秩序”，是应 当被 取缔 的。所 以宪 

法的这一 规定对 信仰 自由的保护是 非常 薄弱 的 ， 

与其说是立法对信教 自由的保护，不如说是为行 

政限制信教 自由留了余地 。 

二 、《宗 教 团体 法 》 的制 定 与 

国 家 宗教 统 制 

(一)《宗教团体法》的制定 

明治政权建立之后，为了推行宗教教化的政 

策，政府以各种形式颁布了大量与宗教团体有关的 

法令 ，比如太政官的布告 和通告 、教部省的通告、 

内务省令、训令等。明治宪法第 76条规定，与宪 

法不相冲突的法令具有约束力。虽然这些法令起了 

很重要的社会作用，但是由于形式各异，内容分 

散，在实际适用中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妨 

碍宗教团体的发展 ，影响教化活动的顺利开展 。因 

此有必要制定涉及宗教行政管理的根本法规，为宗 

教团体的宗教活动提供制度上的便利，同时也希望 

通过宗教根本法的制定实施 ，保护宗教活动及加强 

国家对宗教活动的监督 。此外 ，制定宗教行政法律 

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实现明治宪法第 28条规定 

的信教自由的精神，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明确国民 

在宗教活动方面 的权利义务 。鉴于上述种种考虑 ， 

帝国议会曾经先后 3次提出过涉及宗教团体的法律 

议案：1899年第 14次帝国议会提出的宗教法案、 

1927年第 52次帝 国议会提出的宗教法案、1929年 

第 56次帝国议会提出的宗教团体法案。这些法律 

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政府于 1935年命令宗教制度 

调查会审议宗教团体法案纲要及宗教团体法草案， 

不过这一法案并没有提交议会审议。之后很快爆发 

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政府开始强化 

国家主义、军国主义 ，在国家总动员 、国民精神总 

动员方针的指导下 ，采取 了宗教教化 的国家政 策。 

于是 ，在 1939年第 74次帝 国议会上通过了宗教团 

体法案，自1940年 4月 1日起施行。 

宗教团体法的立法 目的，一言以蔽之 ，就是加 

强国家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监督、管制以及利 

用宗教引导国民为战争服务。政府发布的 《宗教团 

体法案理由书》里有如下说明：国民精神的振作与 

宗教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在目前的大局之下，必 

须切实整理统一现行的宗教法令 ，明确对宗教团体 

地位的保护和监督 ，促进宗教 团体的健康发展 ，发 

挥其教化功能。此外，在文部省对该法案的解释中 

有如下表述：实际上，为宗教团体提供保护、促进 

救济措施的同时，又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取缔妨 

碍安全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次的宗教团 

体法案实际上就是依据这样的目的而制定的 ]。 

(二)《宗教 团体法》中国家对宗教的管理 

从立法理由书的记述可以看出，宗教团体法的 

主要目的是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统一、振奋国民 

的精神，为当时的战争局势提供服务。为了达到这 

① 浦上村位于长崎北部，村民普遍信仰天主教，而当时的日本政府施行禁止基督教的政策。1867年，68名信徒被投入监狱，3个月之 

后，约 3400名教徒被流放到各地。到 1873年基督教信仰解禁为止。大约 640名教徒被折磨虐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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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目的，必须加强国家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 

监督与管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宗教团体 (神道教派 ·佛教宗派 ·基督 

教及其他宗教团体、寺院 ·教会)、宗教法人的设立 

等采用认可制，将宗教活动置于 国家的管理之下。 

宗教团体的设立应当获得文部大臣或地方长官的许 

可。宗教团体的运营活动由管理负责人主持。文部 

大臣有监督、调查、取消许可等非常广泛的权限。 

具体而言，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可权限主要有 以下几 

项：(1)主管大臣对宗派 (教团)设立的认可、宗 

教法人的认可、教规等 自治规则的认可 (第 3条第 

1款 、第 3款)；(2)主管大臣对馆长 (教团统理者 

及其职务代理者)就任 的认可 (第 4条第 4款)； 

(3)主管大 臣对宗 派 (教 团)合并 ·解散 的认可 

(第 5条第 1款)；(4)地方行政长官对教院 (教会) 

的设立及自治规则变更的认可 (第 6条第 1、3款)； 

(5)地方行政长官对教会成为法人 的认可 (第 6条 

第 3款)；(6)地方行政长官对寺院 (教会)合并 · 

解散的认可 (第 11条第 1款)；(7)地方行政长官 

对寺院 (教会)设立认可的取消 (第 11条第2款)。 

根据设立认可制度，完备的教规等自治规则是 

设立宗教团体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 自治规则 中包含 

了该宗教团体的教义概要、宣扬教义等事项，因此 

在认证时 ，行政管理机关理所当然要审查宗教团体 

本身的内容，而不是仅仅进行形式审查。就这一点 

而言，国家对宗教团体及其活动施行严格的监督与 

管理 。此外 ，为了适应行政认可制以及宗教活动实 

践发展的需要，文部大臣将实践中的很多宗派、教 

团整合统一，认可了神道教派的 13派，佛教的 56 

派合并为 28派，认可基督教会为 2个教团。 

第二，根据宗教团体法第 16条、第 25条的规 

定，宗教团体或教职人员在宣扬教义、举行宗教仪 

式时，如果妨碍安宁秩序，或违背了臣民义务 的， 

文部省大臣不但可以对其活动进行禁止、限制，命 

令教职人员停止宗教活动，还有权取消该宗教 团体 

的设立认可。第 17条、第 25条规定，宗教团体或 

其组织机构的任职人员违反法令或团体自治规则， 

损害其他公共利益时，文部省大臣可以撤销、命令 

停止有关行为，甚至解任宗教团体机构的任职人员。 

第三，第 18条第 2款规定，文部省大臣在监 

督过程中，认为有必要时，有权要求宗教团体提交 

报告，或进行实况调查，有权对宗教团体的代表人 

处以罚金 。 

由此可见 ，该法用不少篇幅规定 了政府对宗教 

团体的监督、统制权限，对宗教团体的监督和管理 

是全方位的 ：宗教团体设立、运营 、消灭的整个存 

续过程都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学者认为，政府行 

政机关拥有如此强大的监督、统治权 ，与宗教团体 

法之前制定的治安维持法 的理念相一致 ，目的在 

于统治 、镇压 宗教 团体 的活 动_4 ]。虽 然 该法 于 

1945年被废止了，但是该法中所蕴含的国家对宗 

教事务的统治、监督的精神对宗教团体法的影响非 

常大，宗教团体法虽未采取治安维持法中的严厉措 

施 ，但是相关规定中渗透着加强国家对宗教事务管 

理的理念 。 

三 、 国 家神 道 政 策 的 废止 与 

《日本 国 宪 法 》 中 的信 教 自由 

(一)神道国教政策的废止——政教分离原则 

的确立 

对宗教团体的统制镇压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结束而终止。战后，联合国军政最高司令部 

(GHQ)实施了保障信教 自由的政教分离政策。 

1945年 8月 14日， 《波斯坦宣言》要求 日本政府 

确立言论、宗教 、思想 自由及基本人权。为履行该 

要求，GHQ于同年 10月 4日发布 了撤销对政治 、 

社会及宗教 自由限制的 《基本指令》及 《自由指 

令 》，命令废止限制思想 、宗教、集会及言论 自由 

的 《治安维持法》《宗教团体法》等法令。《宗教团 

体法》被废止后 ，制定 了 《宗教法人令》，作 为保 

全宗教 团体财产的善后措施_6]。 

① 治安维持法制定于 1925年，废止于 1945年 10月。第 1条规定：“以变革国家体制为目的而结社者，或社团的负责人及其他从事指导 

任务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或 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明知而加入社团者或为了完成结社的目的而实施行为者，处两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监禁。以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而组织社团者，或加入社团者，或为完成结社目的而实施行为者，处十年以下徒刑或监禁”。从 

1928年到 1941年期间，相继发生了皇道大本教事件、新兴佛教青年同盟会事件、天理本教事件、灯台社事件，这些事件均被认定违反 

了治安维持法第 1条。1941年治安维持法修改，第 7条规定，以否定国家体制，以及传播亵渎神宫或皇宫尊严的事项为目的而组织社 

团者，或社团的负责人和其他从事指导任务者，处无期或四年以上徒刑 ，明知而加入社团者或为完成结社目的而实施行为者，处 1年 

以上有期徒刑。 

· ]8 · 



哲学研究 黄晓林 ：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立法沿革及理念的变迁 

根据 《宗教法人令》，只要依法制作宗教团体 

的自治规则，向主管行政机关提交设立申请书、自 

治规则、负责人的姓名、住所等文件，只要履行了 

设立登记程序 ，就可 以成立宗教法人 。除此之外 ， 

宗教法人令没有规定主管机关对宗教法人的监督管 

制措施。可见 ， 《宗 教法人 令》采取 了 “申报 制” 

的立法模式，与 《宗教团体法》的 “认可制”不 

同 ，是对认可制下宗教团体被统制、镇压的反省 ， 

反映了对信教自由理念的尊重。不过，也可能会存 

在滥用申报制 ，设立不具有宗教团体实质的宗教法 

人的弊端 。 

此外 ，关于神社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历来争议 

不断。政府为了推行宗教教化政策，将神社与其他 

教派 、宗派、教团、寺院、教会相分离 ，适用不 同 

的法律规制，由内务省、神祗院管辖，不属于文部 

省宗教行政管辖的范围。联合国方面赞同神社神道 

是宗教 的观点 ，认为政府处理神社神道的政策违背 

了信教 自由的精神。所 以 1945年 12月 15日， 

GHQ又发布了 《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 (神社 

神道)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扬》的备忘录 

(即 《神道指令》)，将神社神道与国家彻底分离， 

否定神社神道的国教特性 ，同时禁止国家与宗教的 

结合，实施彻底的政教分离政策_7]。 

联合国的神道指令的直接适用对象虽然是神社 

神道，但并不仅仅限于此，佛教、基督教、教派神 

道以及所有的信条、思想、哲学等都适用于该指 

令。神道指令的适用给日本的宗教、思想、教育等 

领域带来了广泛的影 响。该指令的 目的就是要根除 

军 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 、确立信教 自由、彻 

底实施政教分离、撤销国家管理神道神教的制度。 

1946年 2月宗教法人令修改①，神社神道与教派、 

宗派、教团、寺院、教会等宗教团体适用于同一立 

法规制。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 《人间宣言》，2 

月 2日撤销战前管辖全国神社的内务部省外局 (即 

神祗院)，2月 3日成立宗教法人神社本厅 。 

(二)《日本国宪法》中的信教自由理念 

经过一系列的立法准备，1946年 11月制定了 

日本国宪法 ，1947年 5月 3日起实施 。 日本 国宪 

法在反思明治宪法中的信教 自由不彻底之后，在诸 

多条款中规定了信教 自由。第 2O条 ： (1)对任何 

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 

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2)对任何人 

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典、仪式或活 

动；(3)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 

他任何宗教活动。第 89条确立 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 

用 、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 ，也不得供不属于公 

家的慈善 、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 。这两个条 

款揭示了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些规定被 

认为是前述各种宗教立法理念的具体化。可以说， 

日本国宪法 中的信教 自由、政教分离原则是对战前 

国家神道思想的抛弃 ，是对战前法制压制宗教的痛 

苦历史深刻反思基础上的产物 ，归根到底是一种国 

家与宗教彻底分离的理念l_8]。 

四 、《宗教 法 人 法 》 的 制 定 与修 改 

(一)《宗教法人法》的制定及主要 内容 

为了尊重信教 自由的精神，同时避免滥用 《宗 

教法人令 》中申报制的弊端 ，1951年 4月公布 了 

《宗教法人法》，《宗教法人令》及其施行规则同时 

废止。关于 《宗教法人法》的制定理由，第三次吉 

田内阁的天野贞柘文部大臣在国会上提交了提案理 

由书，其要旨如下：审视当前宗教界的实际形势， 

回顾过去五年多的实施情况，可以发现宗教法人令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各界普遍希望以信教 自由为基 

磐建立新的宗教制度。所以，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谨 

慎研究探讨，力图构建一个新的宗教法人制度，既 

能适应具有传统特点的复杂多变的宗教事务 ，又能 

尊重宗教法人 的特殊性 和 自主性。基于这样 的构 

想 ，提出了本法律议案。《宗教法人法》的目的在 

于赋予宗教团体法人人格 ，使宗教法人能够获得保 

障其自由、自主活动的物的基础。为了实现这样一 

个目的，必须奉行信教 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与 

此同时，还应当明确宗教法人的责任、考虑宗教团 

体的公共性 ]。 

《宗教法人法》第 1条规定了该法的目的，“本 

法律以帮助宗教团体拥有、维持运用礼拜设施和其 

他财产、及为达成此 目的而经营的业务、事业 ，而 

赋予宗教团体在法律上的能力为 目的”。由此可见， 

《宗教法人法》的立法 目的是为了保障宗教团体顺 

利从事宗教活动，而不是为了管理、监督、统制宗 

① 宗教法人令修第 l款：“神宫、本令实行之时有地方长官保管的神社明细账中记录的神社及特别设立的靖国神社，视为依本法令设立的 

宗教法人。第 2款：“前款列举的宗教法人应当根据本令第 3条的规定，制作 (自治)规则，自本令实行之日起 6个月内，与负责人的 

姓名、住所一起，提交地方长官。”第 3款：“未依前款规定提交相关文件的，视为该宗教法人于同款规定的期限届满时解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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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团体。也就是，根据信教 自由、政教分离的原 

则 ，立法对宗教的教义 、信仰 、宗教活动等 “圣” 

的事务尽量不加干涉。第 1款第 2条规定，受宪法 

保护的信教自由在一切国家行政中都必须受到尊 

重。所以本法的所有规定都不得解释为限制个人、 

集体或团体基于受保障的自由而进行的教义宣扬、 

宗教仪式及其宗教行为。第 84条、第 85条又特别 

强调排除国家对宗教法人的宗教活动等 “圣”的事 

务的干涉。并且在第 18条第 6款等条款中规定， 

宗教法人的代表役员、责任役员在 “俗”的分野中 

的权限，在 “圣”的分野 (宗教上的权限)中没有 

任何意义，从而将宗教法人中的 “圣”的权限与 

“俗”的权限完全分离①。 

宗教法人的设立采取了介于 “申报制”与 “认 

可制”之 间的 “认证制”。所谓的认证制 ，指的是 

政府对宗教法人的自治规则是否符合法令规定的条 

件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即确认其 “适合性”的公 

的行为 。认证 制度 的产生 原 因是 基 于以下 考虑 ： 

(1)战前宗教团体法的认可制对宗教的统制与压 

制 ；(2)战后宗教法人令的 申报制对宗教疏于管理 

的弊端；(3)为了实现宪法中的信教自由和政教分 

离的宗 旨llo] 锚。由此可见 ，认证 制反 映了保障政 

府对宗教管理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宗教进行行政干 

预 的理念。 

(二 )《宗教法人法》的修改 

《宗教法人法》 自 1951年颁行以来 ，随着社会 

情势及宗教事务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25次修改，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是 1996年的修改。在此 

简单介绍一下 1996年的修改背景和主要 内容 。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市化、信息化 

的趋势增强，家族、地域的紧密关系逐渐淡化。交 

通手段的发达带来了宗教活动的多样化、复杂化， 

跨地区活动的宗教法人增多 、从事收益事业的宗教 

法人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意见认为必须 

通过更适合的宗教法人制度提高宗教法人的自治能 

力 ，使其责任与公共性适应 。此次修改主要涉及四 

个方面：(1)由于某一地方行政机关无法对跨地区 

活动的宗教法人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在其他都道府 

县境内有建筑物的宗教法人转由文部省大臣管辖； 

(2)行政机关为了定期掌握宗教法人的的活动情 

况，确认宗教法人是否具备法定要件，履行法定的 

管理责任 ，新法增加了宗教法人必须向主管行政机 

关提交的财务会计文件的种类；(3)就一般理论而 

言 ，与法律有关 的宗教法人的财务会计制度应当以 

更民主更透明的方式运营，为了保护信众等利害关 

系人的正当利益，这些主体有权向宗教法人请求阅 

览财务会计文件 ；(4)行政主管机关对法定事项有 

疑问时，有权向宗教法人的负责人及其他利害关系 

人提出质询E j1 。 

从修改的内容来看，是政府为了适应社会形势 

的变化而针对复杂的宗教事务进行的行政管理方面 

的修改，有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行政过于 

干涉宗教团体自治领域，违反了宪法的宗教信仰自 

由精神 J。 

五 、宗 教 团体 法立 法 理 念 

变 迁解 析及 其启 示 

(一)日本宗教团体立法理念变迁解析 

从 日本近现代宗教立法沿革可以清晰地看出宗 

教法人立法理念的变迁脉络：信仰自由权利不断扩 

大，政府排斥 、压制宗教的权力逐渐缩小，最终确 

立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圣俗分离的理念，并以 

具体的立法设计保障立法理念的实现。宗教法人法 

立法理念的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 

第一 ，压制信教 自由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 自明治政府成立 到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 ，以 《明治宪法》的颁行为界 ，分为前期和 

后期。在前期，明治政府为了神话天皇，推行对外 

扩张政策，实施神道国教化的政策，利用种种借 

口，对神道教之外的佛教、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 

采取不 同程度的镇压和排挤政策 。国民对于是否信 

教、信仰何种宗教、以何种方式从事宗教活动等几 

乎没有 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或以 

欺骗或以高压手段施加的所谓神道信仰。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 、国际交 流的扩大 、西 方人权思想 的影 

响，明治政府迫于种种压力，不得 不在 1889年的 

宪法中规定信教自由的权利，由此进入压制信教自 

由、神道国教化的后期。虽然宪法规定了信教 自 

由，但这种保护非常薄弱，信教自由须以不妨碍秩 

序安宁和不违反臣民义务为前提，而秩序安宁和臣 

民义务的解释权属于政府，这为行政干预、限制信 

教 自由预 留了无限空间。这一时期虽然解禁了对佛 

① 关于宗教法人的 “圣”与 “俗”，在宗教团体中，本来的活动是宗教活动——宗教性的圣的一面，除此之外还有支撑宗教活动的财产管 

理等世俗的活动——世俗性的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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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基督教等宗教的限制，但依然实行政教合一政 

策，参拜神社是国民的义务。由此可见，此时的信 

教 自由基本上还只是一种 口号式的倡导，并没有实 

质的意义 。 

第二，行政限制信教自由的具体化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 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随着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政府开始 

利用宗教强化 国家主义 、军国主义，采取 了宗教教 

化的国家政策。虽然这一时期的立 法是为 了整合、 

统一 以前发布的形式不一的有关宗教的法令，以及 

实现明治宪法中信教自由的精神，但是主要目的还 

是利用宗教为战争服务，所以立法中处处体现了政 

府对宗教事务的全面监督管理，比如宗教团体设立 

的严格行政认可、对宗教团体内部规则的审查、行 

政管理机关对宗教活动的广泛的禁止 、限制、解任 

宗教团体任职人员的权力等，都渗透着浓厚的国家 

统治宗教事务的理念 。换言之，行政干预信教 自由 

的权力通过宗教团体法的制定而得以明确化、具体 

化 了。 

第三，信教 自由精神的实现与保障时期 

二战之后 ，日本对战前法制压制宗教的痛苦历 

史进行 了深刻反思 ，在美 国的影响和干预之下，逐 

渐放弃 了原有 的宗教 立法理念 ，废止 国家神 道政 

策，确立政教分离、圣俗分离的理念，通过 《宗教 

法人法》的一系列规定，保障信教 自由精神的实 

现。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之后 ，天皇仅成为一个象征 

性的国家元首，不再享有教权、政权、军权。神道 

教失去了战前国教的特殊地位，政府给予的经济资 

助和政治特权被取消 ，与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团体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一律平等。同时，政府 

干涉、限制宗教团体的权力受到制约。 

战后的宗教立法中处处反映了圣俗分离的理 

念。《宗教法人法》赋予宗教团体法人人格，规范 

其设立、运营、消灭过程中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发 

生的 “俗”的社会关系，而不介入宗教团体内部事 

务的神圣领域 。关 于 “圣”与 “俗”相 分离 的问 

题 ，有不 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拥有公权力的行 

政机关不能介入宗教团体的 “圣”的活动，但是可 

以规范 “俗”的活动 ，行政机关可以在 “俗” 的一 

面发挥作用口 。还有一种解释是，宗教法人 的 

“圣”的一面被称为 “宗教性” “出世间性”，“俗” 

的一面被称为 “世俗性”“世间性”。世俗性是立法 

可以干预的一面，而宗教性的一面则受宪法保障。 

法律领域的规范不能超越界限，进入宪法规范的领 

域。为了实现宗教法人的目的而从事的事业、业务 

中，针对世俗的事务制定法令，根据法令进行行政 

管理 ；对 属 于 出 世 间 的事 务，不允 许 立 法 行 政 

干预 。 

通过政教分离和圣俗分离的具体规定，日本政 

府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和影响，成为不参加宗教仪式 

和宗教活动、不干预宗教 内部事务的世俗化政权 ； 

同时宗教团体也摆脱 了官方的控制和利用 ，成为仅 

具有宗教职能的社会公益组织。既保证了政府对宗 

教法人世俗事务的管理，又保证了宗教团体内部事 

务和宗教活动的自由权，为彻底实现信教自由精神 

设置了有力 的保障措施。 

此外 ，1996年的修改虽 然含有加强行政对宗 

教事务管理的意味，受到诸多批评，但是这种管理 

与 《宗教团体法》时代的宗教统治完全不同，依然 

是在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圣俗分离的原则框架下 

的行政管理，不能偏离政府公权力不得限制信教自 

由的理念。 

(二)对完善中国宗教法律制度的启发 

中国目前的宗教政策制定于 1980年代 ，当时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活动。到目前为止，形成 

了以 《宪法》为基础、以 《宗教事务条例》为核心 

的主要由各类行政法规、规章构成的法律体系。最 

近 3O年 ，随着宗教实践的发展变化 ，目前 的宗教 

政策及相关法规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 ，导致了诸 

多影响社会和谐的宗教矛盾。 

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法治框架 

下妥善处置宗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几年的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 “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 

化水平”。鉴于现行法律制度不能适用宗教实践发 

展的需要，完善相关制度的工作势在必行。 

第一，明确宗教政策的基本理念是 “保障信仰 

自由”。 

第二，制定调整宗教活动的基本法律，具体落 

实 《宪法》中的信教自由的规定。 

第三，借鉴 “政教分离” “圣俗分离”理念， 

处理政教关系，尊重宗教团体的自治权。 

第四，建立宗教法人制度，明确宗教团体的法 

律主体地位 ，彻底解决财产归属问题。 

日本从 《宗教团体法 》到 《宗教法人令 》，再 

到 《宗教法人法》的出台，最终确立了宗教基本法 

的立法目的是赋予宗教团体法人人格，以此保障宗 

教团体开展宗教活动的物质基础。中国目前比较突 

出的宗教矛盾是教产纠纷，导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赋予符合法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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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团体法人人格，就私法层面而言，可以使宗 

教团体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参 

与社会关系，明确财产归属和使用；就公法层面而 

言，是国家问接监督管理宗教事务的工具 ，有利于 

国家有效治理宗教事务 。当然，这一制度设计的最 

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信仰自由，同时防止宗教活动 

妨碍国家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公序 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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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Japanese law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 has nearly 1 50 years history，which has begun 

since Meiji government，s State Shinto policy，and undergone Meiji Constitution I aw，Rel gious urgan za— 

tion Law，Japan Constitution and Religious Corporation Law．The legislation idea has exper enced maJ。r 

changes：the freedom of belief has gradually expanded，and the government’s powerto suPPress rellg on 

has reduced．Finally three ideas have been established： religious freedom ， separat on rel g on and state’ 

seDaration of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This change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i 

religious affairs，it is also Japanese deep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which came trom he policy 

to suppress religious freedom．It show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sp r 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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