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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处亚洲东部的日本和韩国，都是单一民族为主体、多种宗教多种信仰并存的国家。本文以

宗教生态的视阈，从日本、韩国宗教源流及现状入手，阐述两国的宗教管理体系，分析两国管理模式产生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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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亚洲东部的日本和韩国，是一衣带水、隔
海相望的邻邦。两个国家都是单一民族为主体的

世俗国家，同时也是信仰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宗

教在两国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宗教生态普遍呈现

复杂、多元共生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

和韩国都颁布了新宪法，确立了信仰自由、政教分

离、不设国教的原则，形成了依法管理的现代宗教

管理理念，从根本上为多种宗教和平共存、多元共

生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宗教生

态发展却大相径庭，历史悠久的神道教、佛教在日

本依然拥有绝对多数的信徒，韩国在坚守传统的

佛教同时，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 ( 新教) 、天

主教也成为宗教生态的主流。

一、日韩宗教源流及现状

( 一) 日本宗教源流及现状

神道教是日本的原生性宗教。在佛教传入之

前，原始的神道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信仰形态，万物

有灵、自然崇拜是最朴素的民间信仰。人们每次

举行祭典都要建造临时的祭坛迎接神明，仪式结

束后再将神明送回。这种信仰随着时间渗透到日

本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日本民众生活

的习俗，也成为日本民众情感的寄托。
6 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各封建部

族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对宗教进行了利用。6
世纪末，皈依佛教的推古部族夺取政权后，为佛教

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时民间的百姓，并

未对这个来自邻国的“神明”进行排斥，而是与神

道诸神共生同存。此后，佛教以其完整的教义不

断扩大影响，不仅在信仰层面，在政治上也渐渐占

据了主导权。公元 604 年，参与摄政的圣德太子

发布“三宝兴隆”昭书，要求居民笃信佛、法、僧三

宝，这标志着佛教已经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国教。
佛教的传入使日本自古以来固有的信仰发生

了理性化的改变，在神佛融合的影响下，神道教确

立了“神祇官制度”，以天照大神为首的皇室之神

成为国家的守护神，国家所有的祭奠礼仪由中央

神祇官或地方国司来主持，形成了以皇室为轴的

统一国家象征的神道。可见，神道教是在与佛教

的相互碰触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体系化的过程。
奈良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佛教并没有阻止

神佛融合，而是利用神道中的神来巩固和传播自

·131·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0.03.020



己的观点。神道的神被佛教界定为护法之神，寺

院中修建了供奉镇守神的神社。在“神也需要佛

的教化”名目下，神社中修建了附属于神社的神

宫寺。此时，虽然佛教占有政治上的优势，但神道

教作为日本民众生活的习俗，拥有广泛的社会信

仰基础。为此，佛教开始从统治阶层向平民阶层

渗透。到了平安时期，佛教提出“佛为神之本体，

而神乃佛之表象”，称神为神菩萨。神道在这一

时期，也利用佛教也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调

整自身的形态以适应时局。927 年在政府编撰的

律令实施细则《延喜式》中，将 2861 个神社、3132
个神列为国家和民族的守护神，这标志着神道的

神祇官制度的成熟［1］4。
此后的日本在佛教的影响下，不断派出使者

赴唐学文求法。留唐归来的最澄创建了止观并

重、定惠双修、尊奉《法华经》的天台宗; 空海作为

大乘真言密教弟子创建了具有祈祷、咒术特点的

真言宗。一时间佛教兴盛影响广泛，并在之后不

久出现了诸多独立的宗派。从南北朝到室町时

代，由于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佛教寺院

开始为现世利益进行祈祷，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

益。此时，一些大的寺院不仅拥有大量领地，还拥

有僧兵，这些带有武装性质的僧人在宗派竞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这

期间，一些宗派归于泯灭，一些宗派得以发展壮

大。战国到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时期，

大名、武士、豪族纷争不断，佛教宗派根据各自利

益也卷入其中。支持天主教的织田信长为了政治

和经济上的利益，出兵对佛教寺院僧人进行镇压，

佛教界开始遭受重创。
1549 年，适逢日本的战国时代，天主教所属

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登陆日本南部九州

的鹿儿岛传教，拉开了基督宗教在日本传播的序

幕。由于地方的大名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范

围，对天主教进行了功利性的支持，客观上导致了

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发展。到了 17 世纪初，短短

半个世纪，天主教在日本的信徒多达 80 万［2］，对

日本的传统宗教生态形成一个较为强烈的冲击。
当西方宗教势力扩大后，其教义中的一神论与原

罪意识不仅与统治阶层信奉的神道、佛教相左，还

动摇了其统治的思想基础。织田信长的继任者丰

臣秀吉于 1587 年宣布《禁教令》，扑灭了还未成

燎原之势的基督之火。
为了镇压基督宗教，禁止基督宗教的传播，德

川幕府发布了更为严酷的禁教令和锁国令，一方

面禁止外国人自由来往，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一方

面扶持佛教，用法律对佛教进行复兴、管理和保

护。法令要求每一个日本人都要按其住地接受所

属寺院的管辖，外出、结婚、旅行时需持有寺院发

放的证明身份的寺请证文。如果不服从寺庙的管

理，证件将会被吊销。这种制度确立了佛教在国

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加速了佛教世俗化

的进程。
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秩序开始恢复，面对神道

教依附 于 佛 教 的 现 状，一 些 学 者 主 张“复 古 神

道”，提出了反对神道依附佛的声音，以图恢复由

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统治现实世界的思想观念。
后来的明治维新、王政复古不同程度地受到“复

古神道”思想的影响。
倒幕运动之后，1868 年，明治政府以建立强

有力的统一国家为目标，采取神道国教化的政策，

确立起“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核心，颁布了“五

条御誓文”，以此来恢复尊崇神祇、祭政一体的体

制，将供奉天皇的伊势神宫置于全国其他神社之

上，全国各地的神社都由神祇官管理。与此同时，

神佛开始分离，各地神社的神官们纷纷脱离寺院

独立，并开始了废佛毁寺运动。大量佛像和佛具

从神社中移除，一些佛教经典也被损毁。这种做

法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1872 年，天皇政府

不得不重新任命了一批曾被革职的僧侣，开始采

取神佛共同教化国民的政策。但从 1882 年开始，

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政策法令强行将神社神道与

其他宗教分离，成为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国家

神道，最终确立了国家神道体制。
这期间，随着西方船炮强行进入日本，基督教

新教开始在日本传教，罗马天主教也重新登陆日

本。1873 年迫于基督宗教信徒反对《禁教令》的

呼声，日本政府悄然撤销了该法令，对基督宗教的

活动予以默许。1899 年，政府颁布了《关于神佛

以外的宗教宣传及堂宇会堂等规章》将基督宗教

的活动纳入政府监督之下，基督宗教在日本开始

了合法化的历史。
20 世纪 30 年代，国家神道成为日本军国主

义的思想基础，强令民众参拜日本最大的神社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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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神社，并视此为忠君爱国的表现。随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传教士或被拘禁或被驱逐，

活动大为受限。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联合

国军政最高司令部实施了保障信教自由的政教分

离政策，废止了限制宗教自由的《宗教团体法》，

12 月 15 日又发布了禁止国家神道的《神道指

令》。伴随着 1946 年元旦发表的《人间宣言》，裕

仁天皇被迫褪去神圣的外衣，走下神坛成为一介

凡夫，神道教暂时离开了政治沦为民间信仰。但

是，1946 年 2 月修改的《宗教法人令》作为战后保

全宗教团体应急法案的出台，其申报制直接导致

一些未被承认的教派组织借机纷纷独立，产生了

众多的新兴教团和一些不具有宗教团体实质的宗

教法人。一个社会发生大的转型和改革往往会动

摇传统的价值理念，打破原有社会秩序，而这个时

期，也是新兴宗教发展迅速的时期。“二战”后，

佛教刚刚走出废佛毁寺的阴影，光景大不如前。
神道脱离政治之后开始沉寂。在日本民众的彷徨

时期，新兴宗教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信教自由、
结社自由形势下兴起的新兴宗教对民众的心理渴

望和精神需求迅速作出回应。到了 1951 年，日本

新兴宗教团体由战前的 43 个增至 720 个［1］9。
战后初期在美国的影响下，基督教和天主教

在日本得到了迅猛发展，从内阁到民间，到处都有

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尤其是 1947 年，日本基督教

富士见町教会的基督徒片山哲当选日本首相，成

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上帝的领导者。此后有

多名基督徒当选参议员走上日本政坛。短短十几

年间，大浦天主堂被视为国宝，国际基督教大学宣

告成立，基督宗教的影响已走进日本各个阶层。
此时，遍布在日本各地的大小神社，虽然失去

了国教的地位，但很快就集结到 1946 年成立的宗

教法人“神社本厅”旗下进行宗教活动。“神社本

厅”是管理全国神社的最高机关，除了神职人员

不是国家公务人员之外，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

社神道在管理格局上几乎与战前没有什么本质不

同。1951 年 10 月，裕仁天皇亲自出来举行大祭，

当天时任首相吉田茂带领日本内阁众参两院参拜

了靖国神社。此后历代的日本政治家都一直严格

遵守着神道和天皇制。1966 年神道教的“纪元

节”重新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1969 年成立的神

道政治联盟，更是标志着神道教在政治上的复兴。

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

上开始了脱亚入欧，民众中又兴起新人在教堂举

行婚礼，西方浪潮与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风尚，信

仰基督教的人数略有增加，但始终维持在 200 万

人左右，无法与神道教、佛教比肩。
当今日本，无论从结构上看还是运行方式上

看，都是日本文化与西方精神的有机整合，体系看

似西方，实则内涵为日本传统。宗教方面表现为

不断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传统，对佛教进行

改造作为补充，以其稳固的传统宗教信仰抑制了

西方基督宗教的发展。神道系、佛教系、基督教系

和诸教系是当前日本的主要宗教法人体系。据日

本文化厅文化部宗教事务课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

统计数据，信教总人数为 181164731 人，其中神道

系 86166133 人，占 47． 6% ; 佛教系 85333050 人，

占 47． 1% ; 基督教系 1921834 人，占 1． 1% ; 诸教

系 7743714 人占，4． 3%［3］。
( 二) 韩国宗教源流及现状

韩民族的信仰同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一样源

于自然崇拜。为了避免自然带来的各种灾难，人

们求助于上天，求助于每一种可能存在的神灵，用

献祭和牺牲来维护日常生活，这就是宗教最初的

源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泛神崇拜逐渐形成一

个具有固定仪式的活动，称神事。神事的目的主

要是给祈祷者带来主宰神，抑制、驱除魔神带来的

恶影响。神事的主持者是巫师，一个被确信可以

连通神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介。广义上讲，巫教也

属萨满教，但在韩国最常用的表达是巫教。在儒、
佛传入之前，统治阶层是一直信奉巫教的，巫师的

地位也很高，但三国时期随着外来宗教儒教和佛

教的传入，宗教生态开始呈现多样化、多种宗教并

存的局面。对此，巫教改变了生存策略，吸收不同

宗教的成分，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社会基层发

挥着作用。巫教信奉众多的神，巫师不但可以替

王室祭天，也可以为普通信徒祈福，还可以到乡村

为民间的百姓跳大神，所以形成了全国各地皆有

巫师的场面。
我国儒家学派始于公元前 3 世纪在朝鲜半岛

传播，至公元 4 世纪朝鲜半岛已经出现了依据儒

家思想建立的、旨在教育贵族子弟的太学。与此

同时，佛经和佛像随着前秦王苻坚的遣使也开始

登陆朝鲜半岛。此后，佛教在朝鲜半岛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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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本土化的过程，与巫教中的一些因素融合在一

起。因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很快被当

时的民众接受，并被统治者扶持，成为稳定王权、
稳定民心的国教。相比佛教的兴盛，儒学也在不

断稳定自己的地位。公元 640 年，一些上流阶层

的子弟开始不断前往长安学习儒学，回国后为韩

国儒家文化的振兴起了重要作用。公元 669 年新

罗统一朝鲜半岛后，社会趋于稳定，佛教也迎来了

大发展大融合，不但在大众教化、教义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还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

的佛教体系。公元 918 年高丽王朝建立，从太祖

王建开始就愿以“佛为庇护，天为扶持”定佛教为

“国教”，为了镇邦护国兴建了大批寺院，从王公

贵族到平民百姓，形成敬佛礼法之势。这一时期

的朝鲜半岛，不但寺庙林立，僧官制度也趋于完

备，出现了很多著名僧人，教宗代表有均如、谛观、
义天等，禅宗教代表有知讷、慧谌等，其中义天和

知讷被称为高丽佛教“双璧”。另一方面，高丽诸

王还致力于儒学教育，修太学、修国子监、开设私

塾。到了高丽末期，出现了一批大儒，这些都为儒

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李朝初年，新兴统治阶层视寺院遍布全国、

占有大量良田的佛教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一些大

儒开始掀起了崇儒排佛的思潮，迅速得到了统治

者的支持。佛教不断遭受排斥和打击，由国教降

为民间宗教，众多僧尼被迫隐居深山。而儒学作

为李朝的主导理念，成为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

体系的思想核心。儒学所奉行的家庭伦理“三纲

五常”，成为国家最有力的宗教教化，也成为几百

年来韩国家庭和社会相互维系的准则。冠、婚、
丧、祭等儒家礼仪已深入民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成为韩国国民的内在性格; 儒学在与韩国民族文

化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儒

教。但巫教也并没有因为尊儒排佛斥巫而消失，

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7 世纪初，韩国社会发生动荡，原来的封建

体制开始走向没落，儒教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18 世纪末，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开始通过各种渠

道传入韩国，首先是通过中国而传入韩国的天主

教，因为其否定儒教的根本理念和社会秩序，儒学

者发起了对天主教的斥邪运动，天主教遭到打击

转为秘密传教。到了 1831 年，朝鲜建立独立天主

教教区。这一时期，随着李朝的覆灭、外来势力的

入侵、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传统的信仰体系开始

瓦解，佛教受到排挤，儒教渐渐失去了民众。在社

会动荡之时，面对传统宗教的失势，天主教和基督

教各派纷纷向朝鲜半岛派遣传教士，受到民众的

欢迎，并在朝鲜半岛掀起一股基督教热。
朝鲜半岛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先是瓦解了

朝鲜的国教儒教组织，将成均馆改名为经学院，实

施日本殖民教育。其次是加强了对韩国僧尼和寺

院的控制，让佛教为日本政府服务。在这个内外

交困、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期间，失去既有生活坐

标的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于是新兴宗教

得到了迅猛发展，产生的新兴教派团体多达 100
多个。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殖民者开始对新兴宗

教进行镇压，在 1938 年“类似宗教解散令”的打

压下，很多新兴宗教或解散，或改头换面，或转入

地下。
这一时期韩国基督教会积极适应国情，从神

圣转向世俗，与韩国的民族史中的独立、科技、现
代化、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基督福音中重新挖

掘朝鲜民族精神，主动承担起救亡图存、民族解放

复兴的时代重任，打出爱教、民族独立的旗帜，创

办了很多教育机构和讲习所，将《圣经》译成韩

文，普及韩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在传福音的

同时也传播民族独立的理念，凝聚了大批爱国人

士。虽然基督徒因拒绝崇拜天皇受到迫害与重

创，但却受到民众的支持，使基督教成为民族“自

己的信仰”。
1945 年韩国光复，儒教开始重新修整，召开

全国儒林会议，不但恢复了成均馆，还建立了成均

馆大学，使历史悠久的太学得以传承。佛教则被

当成亲日派受到冷落。为了改变这种形象，韩国

开始肃清日本对佛教的影响，并成立了不同主张

的佛教组织。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佛教开始积

极适应社会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革，不但投身于社

会实践，还在国民争取民主化的运动中充当了先

锋队，再一次赢得了民心，使佛教信徒人数大增，

一度成为韩国第一大宗教。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基督教界开展了土著化

神学、世俗化神学大讨论，使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到 60 年代末期，韩国基

督教信徒多达 290 多万人。到了 1979 年，韩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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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安炳茂提出民众神学，即韩国在特定历史时

期和特定处境中，处在底层那些边缘、没有社会地

位和权利的人民大众，之所以选择接受基督信仰，

其是为了表明一种反抗压迫、争取人权、呼吁民主

的态度［4］。因此，基督教在 20 世纪极大影响了韩

国人的现代价值观。
据 2015 年韩国人口住宅普查( PHC) 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各类宗教人口格局中，基督教 9676
千人，占韩国总人口的 19． 7% ; 佛教徒 7619 千

名，占 15． 5% ; 天主教 3890 千名，占 7． 9%［5］。韩

国首尔的市中心安国洞，既有上千年历史的佛教

寺庙，又有兴建不久的基督教堂; 既有新兴宗教天

道教的教堂，又有祭奠孔子的成均馆。在成均馆

的东面弥阿里岭，是韩国有名的巫师之家，经营着

各式各样的占卜算卦。据统计在韩国从事营业性

质的巫师可达数十万，比教会拥有的牧师数量还

庞大。可见，无论是韩国最古老的巫教，还是从中

国引进的儒教、佛教，以及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

都在韩国扎根之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二、日韩宗教管理体系

在社会生态的若干个子系统中宗教生态是其

中的一个，宗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保障宗教活动正常有序，

使宗教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协调健康发展，各国

都需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按照现代管理学和

各国管理实践，最基本的管理方式有法律管理、行
政管理和社会管理。

面对复杂多样的宗教生态，日本和韩国都采

取了诸多措施来管理宗教，尽管这些管理措施差

异很大，但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法

律来管理宗教。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都颁布了新宪

法，形成了以宪法精神为中心的宗教法律体系，确

立了依法管理的现代宗教管理理念，从根本上为

多种宗教和平共存、多元共生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律是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世俗社会建立联系的

准则。同时，法律也是宗教自身发展和活动的底

线，一旦宗教的发展出现变异、逾越了法律的红

线，则必将被依法治理。
( 一) 日本宗教管理体系

为了避免滥用信仰自由精神及申报制带来的

弊端，1951 年日本公布了《宗教法人法》，同时废

止了《宗教法人令》。日本《宗教法人法》明确规

定，宗教法人是指依据该法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

团体［6］。该法确立了宗教法人最重要也是最基

础的前置审查即认证制度，在日本成为宗教法人

首先要进行认证，因此认证制度从性质上属于行

政确认。认证机关接受某一宗教团体提出的申请

后，要对其宗教团体本身、教规教义、章程内容及

相关程序进行审核; 宗教法人的设立、变更、合并

以及解散等事项应当由地方行政机关都、道、县、
府的知事或中央机关的文部大臣进行认证，不经

过认证不具有法律效力。宗教团体在取得法人资

格后，需要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活动情况。日本

的宗教管理部门是在中央文部科学省的文化厅内

设立宗务课，东京、京都等宗教组织集中的城市设

有专职部门和职员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其他地区

则由“学事宗教股”职员管理。在政府管理职能

部门之外，日本还在文化厅设置了一个“宗教法

人审议会”，其委员由各宗教团体推荐，通常由宗

教界人士以及有着丰富宗教学识经验的人组成，

委员们并不代表自身宗教团体的利益，而作为文

部科学大臣的咨询机构依法参与行政审查。政府

管理部门对宗教法人认证或裁决时，需要听取该

机构的意见。
由于成为宗教法人后宗教团体可以享有税收

减免等优惠待遇，所以《宗教法人法》实施后，宗

教团体申请成立宗教法人的势头有增无减，一些

具有暴力倾向宗教组织更是利用宗教法人的身份

进行掩护从事非宗教活动。在奥姆真理教制造了

沙林毒气事件后，引起日本社会对宗教法人认证

制度的强烈不满。经过一年的讨论后通过并实行

新修订的《宗教法人法》。新修订的《宗教法人

法》重心在强化监管和信息公开。加强监管主要

体现在管辖上: 涉及两个都道府县以上的宗教法

人由中央认证机关文部科学大臣审批认证，将具

有全国规模的宗教法人集中到中央政府文部省进

行一元化管理; 所辖厅有权对宗教法人提交的职

员名录、财产目录及收支结算表等内容进行质疑

和审查。信息公开要求宗教法人有义务向其信徒

和利害关系人公开法律规定的相关文件，以确保

其运营方式健康透明。1999 年又出台《团体限制

法》，依据此法，日本警察至今仍随时观察处置奥

姆真理教的活动，确保该教活动一直处于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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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调查厅的监控之下。
此外，日本还有许多相关民间组织和非法人

资格团体，他们不对邪教团体进行定义，但对其健

康度进行打分，以此来判断该团体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让民众在选择宗教团体时先进行自我评判。
而一些分值较低的宗教团体，也会引起社会关注

和警惕。战后日本通过相对完善和科学有效的法

律实施，为国家提供了相对规范可预期的行为模

式，建立了良好的宗教活动秩序。在处理邪教问

题上，采取修订现行法律、制定专门法律，将信教

自由限定在是否损害公共福祉、是否违背公序良

俗的行为中。这种以法律为主导，以行政、社会管

理为辅助的管理体系，使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收

到了良好效果。
( 二) 韩国宗教管理体系

韩国宗教管理法律体系构成主要有宪法及相

关的单行法律规范。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国家不承认国教，实行政教分

离。单行法律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而制定，

如《传统寺刹保护法》《乡校财产法》。还有依据

政策和法令而制定的《除文化公报部所管非营利

法人设立及监督条例》《社团法人章程准则》《财

团法人章程准则》等具有长期执行效力的条例、
准则等。除此之外，韩国立法部门还在民法、民事

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教育法、劳动法、税法

等 法 律 对 涉 及 宗 教 方 面 的 事 务 作 出 了 详 细 规

定［7］。由于韩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宗教团体方面

的基础立法，任何宗教团体只要具备社团法人或

财团法人资格都可以注册成为法人团体进行宗教

活动。鉴于法律赋予的保障，在主流宗教之外，韩

国又出现了数不清的规模不等的宗教团体。为了

体现宪法精神落实好宗教政策，韩国政府在许多

具体的行政举措上对宗教进行支持，让宗教变成

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如将一些传统节日和宗教

节日定为法定假日并开展全国性文化活动、国家

投资修缮传统宗教活动场所、加强传统礼仪教育

等。为了加强各宗教团体自治能力，韩国政府还

通过发行《宗教行政便览》等措施，方便各宗教团

体之间协商解决问题，以此来提升宗教行政管理

的能力和水平。如果教会之间出现纠纷等问题，

也可以诉之于各级法院。管理机构方面，在文化

体育观光部内的政务部设立专门部门，对宗教团

体进行管理。除法律规定的 13 个宗教法人由中

央政府机构文化体育观光部直接指导监督之外，

其他宗教法人活动则由地方负责。但对活动范围

跨 3 个以上特别市、广域市、道的宗教法人，其重

要行政变更事项仍由文化体育观光部负责［8］。
此外，韩国还设立了“申闻鼓”制度，用以解决涉

及宗教方面的案件事件纠纷。
虽然韩国政府要求各宗教团体必须按照法律

法规约束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

团体滥用信仰自由的原则，把各种教义巫术化、神
秘化，成为不具有宗教实质的反社会、反人类的邪

教。从法律和政策角度看，韩国政府对待这类组

织的态度比较慎重和宽容，对社会危害较大的

“似是而非宗教”或异端，主要借助民间团体的力

量进行防范和治理，成立了诸多的反邪教组织，发

挥群防群治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宗教团体通常比

较神秘，对外保密性极强，只有出现严重问题被社

会曝光才会引起人们关注，而政府通常会选择在

问题真相大白之前尽可能不插手。以基督教为

例，基督教在韩国产生了众多教派，被认定为异端

的有百余种。为抵制异端活动，基督教总会一方

面安排专人与这些组织争夺教徒，另一方面由基

督教总联合会、邪教研究所、各正统教派共同对可

能是异端的组织研究认定，确认为异端后由基督

教协会清除。韩国政府不直接过问教理教义之

争，只有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才会采取法律手段加

以制止。

三、日韩宗教管理体系对宗教生态的影响

( 一) 现代宗教管理体系下的政教关系: 政教

分离与分而不离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与政

治一样同属于上层建筑。宗教不是政治，但宗教

与政治之间有着高度的黏合性。随着社会范式的

变化，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终结。宗教要

服务服从于政治，宗教的发展亦会受到政治的影

响和制约，宗教从来没有也不会生活在远离政治

社会的“真空”中。
历史上，日本和韩国均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

在政教合一的时期，统治者对符合自己利益的宗

教进行扶持、保护，对其他宗教进行限制、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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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扶持的宗教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发展信徒。
政教合一的体制不但使宗教背离了自身教义，还

导致宗教沦为国家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现代宪法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是指在政治体

制中政权和神权相分离，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与

国家分离，国家需要无差别地对待不同宗教。日、
韩两国的宪法都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基本立场，但

在法律表述和政治现实中，两国有所不同。
首先，从政教分离原则的文字表述来看，《日

本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文件中均未使用政教分离

的概念，但其中很多条款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具

体说明。例如: 第 20 条第 1 款、第 3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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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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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而《大韩民国宪法》则在

第 20 条明确规定: “所有国民享有宗教自由。不

设国教，政教分离。”［10］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详细

条款进行说明。相比之下，日本宪法虽然没有明

确使用政教分离的概念，但从法律精神和具体内

容的条款上看均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韩国宪

法虽然明文规定地写出了政教分离，但因为没有

具体明晰的阐述，导致国内对政教分离产生了不

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不设国教、政教分离”
中后半句是前半句的补充，即国家在宗教问题上

持中立态度，视所有宗教一律平等，而不是禁止宗

教参与政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前半句和后半句

是独立的，既强调不设国教、各宗教在法律上享有

平等地位，又强调政治与宗教要分开、不能参与政

治［11］。这种原则的模糊性为宗教介入政治提供

了可行性条件。
其次，从政教分离的现实意义来讲，政教分离

应该是政主教辅、教不干政，但无论日本还是韩

国，宗教介入政治的情况都时有发生。每一个宗

教信徒在宪法上都享有公民权利，都可以参与政

治，这就决定了宗教团体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维

护自身的利益，必然会选举推荐自己的政治代言

人，也会动员他人去支持与自己信仰一致的候选

人。因此宗教与政治不仅没有分离，而且在政治

生活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左右国家政权。
就参与政治的方式而言，日本的政教关系有

些“暧昧”。日本传统宗教团体的做法是通过支

持特定的政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如神社本厅

一直长期支持自民党。自民党属于带有保守色彩

的右翼政党，代表了日本中上层的利益，注重维护

日本的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了有广泛基础的神道

教的支持。神社本厅不仅成立了“神道政治联

盟”，而且从 1974 年开始就极力推动天皇和日本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严

重违背了《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原

则。1980 年日本政府公开表明“要控制以国务大

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尽管从小泉纯一郞开

始强调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政治家的

“私人身份”界定原本暧昧不清，因此日本各地就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一事多次向法院提起诉

讼，仅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冈地方法院曾就此作出

过“违宪”判决，其他绝大部分判决都没有明确是

否违宪［12］。
相对于日本政教关系的“暧昧”，韩国的政教

关系可谓是“明朗”。从韩国的政治现实来看，政

教关系可以根据政治权力的倾向而发生改变，政

治集团为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借助宗教的力

量，宗教也以此为契机介入政治来实现自身的发

展。因此，在这种政教关系里，宗教的力量可以影

响韩国总统的选举。二战以后，基督教对韩国宗

教生态发展变化产生重要作用。1948 年大韩民

国成立之初，为稳定政治根基，大力扶持基督教，

基督教的社会认同感得到不断增强。1952 年，韩

国通过总统法令，开始了军队有军牧、监狱有刑

牧、警局有警牧的局面。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经

济高速发展期间，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政府的扶持

下稳步增长。到了 80 年代，基督教和天主教已经

能够与佛教“三分天下”。自 1987 年韩国开始实

行总统直选的民主化运动后，基督教、天主教、佛
教积极扩大影响，以求在总统选举中发挥作用。
从总统候选人角度看，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容易获

得相同信仰者的青睐; 从选民角度看，一个宗教所

塑造的价值观必然难以超越，他一定会选择一个

符合自身宗教精神的人。从宗教团体来看，不同

的组织代表着各自的宗教势力，很多宗教组织在

选举前通过媒体对自己的候选人进行宣传，用

“神的旨意”影响信徒投票。从韩国建国以后历

任总统的信仰可以看出，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信

徒在总统选举中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又以基督教

的表现最为突出，成功地选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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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基督教长老金泳三、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
现在韩国的国会设有祷告厅，国会议员中近半数

是基督徒，这些人员退休后就在教会里供职。
( 二) 宗教管理体系下的宗教生态: 宗教大百

科与宗教博物馆

近代以来，日本和韩国的宗教生态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形成传统宗教、外来宗教、新兴宗教共

存的局面，教派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广前所未

有。虽然日、韩两国新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各宗教拥有平等的法律

地位，但由于法律体系构建和管理措施不同，宗教

发展却大相径庭。
日本素有“宗教大百科”之称，曾经活跃着诸

多宗教及教派。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社会经历

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期，精神上的迷惘

与无所适从，成为新兴宗教滋生的土壤。随着经

济复苏，社会趋于稳定，人们对宗教从渴望到冷淡

到重新渴望，传统宗教又重新回归到人们生活。
而新兴宗教在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末的宗教热后，信徒人数比例始终没有发生大的

变化。虽然从 2018 年统计数字看，日本的信教人

数高达 1． 8 亿，超 过 了 日 本 人 口 总 数，但 有 近

95%的民众信仰神道教和佛教，而这两种传统宗

教很多时候已经作为日本民众的生活习俗而存

在。这种宗教生态的形成与二战之后日本的宗教

管理体系有很大关系。二战后，日本相继对宗教

管理进行立法，并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作出修订和

补充。《宗教法人法》对申请成立宗教法人的宗

教团体，在教规教义是否符合法律、是否具有宗教

活动场所等方面，提出了设立的条件。1997 年发

布的《关于宗教法人认证的审查 基 准 ( 留 意 事

项) 》将《宗教法人法》中的认证条件更加详细化，

并增设了信徒人数、成立年限等条件。申请者需

提供信徒姓名、具体住址等基本信息，以方便管理

部门随时进行必要的核查。主管部门还增加了对

宗教团体负责人是否有继任者、财务运行状况等

进行考察，以此判断该宗教法人是否具有永久存

续性。由于成立宗教法人的认证条件、审查方式

越来越严格，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使得许多宗教团

体对此望而生畏。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团

体，虽然可以以公益法人的身份进行活动，但无法

享有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工商等行业

管理比较规范的日本，没有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

生存困难重重。因此，纳入法治化管理大大限制

了宗教组织在日本自由过度发展，减少了宗教乱

象的产生。截至 2018 年末，日本注册的宗教法人

18 万余个，传统的神道系和佛教系占了近 90%，

基督教系法人占 2． 6%，诸教系法人占 7． 9%［3］。
韩国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虽然根据

2015 年统计数据，韩国选择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人口为 56． 1%，超过了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但由

于本次调查不是全数调查，而是抽样调查，调查结

果又与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热存在很大差

异，因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但无论如

何，宗教在韩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用罗德尼·斯

达克“宗教市场论”来形容，韩国的宗教市场可谓

琳琅满目，尤其基督教为信徒提供了相当丰富的

宗教产品。除了特定的宗教场所，很多公共和私

人机构都有提供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宗教场

所、神职人员在社会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身在其

中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宗教的存在和影响。政治、
经济、生活，大到总统选举，小到婚丧嫁娶，都可以

看到宗教的影响力。韩国政府把一些重要的宗教

节日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将宗教活动渗入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韩国基于宪法规定，国家保

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国家不承认国教，实

行政教分离，任何宗教团体只要具备社团法人或

财团法人资格都可注册登记为正式法人团体，开

展宗教活动。虽然韩国立法部门在制定其他法律

都明确规定了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各宗教团体必

须按照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如宗教

团体偷税漏税、骗取他人财物、非法医疗都要受到

相应的处罚，但由于没有先期审查，导致宗教团体

纷纷涌现，鱼龙混杂。统一教、新天地等邪教都成

立了法人团体从事活动，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虽然基督教大韩监理会在 2014 年第 31 届总会

上，将新天地、统一教等判定为“异端”，但由于没

有法律约束，国家不能干涉信仰自由，导致这些教

团活动仍十分活跃。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

韩国蔓延之时，新天地教会对政府的告知置若罔

闻，执意举行大规模宗教活动，甚至抛出宗教集会

不会被感染的荒谬言论，导致上千人感染新冠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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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宗教尤其是

传统宗教往往是构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力量之

一。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韩国的佛

教和基督教都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了当时

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日韩结合本国的宗教实际

形成了各自的管理体系，将宗教生态作为社会生

态治理体系的一个子系统进行管理。日本的宗教

管理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法律管理为基础，行

政、社会管理为辅助的成熟框架。《日本国宪法》
确立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宗教

法人法》赋予了宗教团体法律上的人格，明确了

宗教团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信

教自由并非无限的自由，通过《团体限制法》设定

了宗教活动的底线，其他法律为必要的补充; 围绕

法律体系，行政政策重心在于调节和管控，社会发

挥监督作用。这种管理框架对于宗教事务管理，

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法律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

上的“暧昧”与默许，不是宗教问题，是涉及到国

际关系的政治问题，日本仍需以最大的勇气割掉

这个“参靖”毒瘤，这也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问题。
韩国无论对待传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能

以一种虔诚的心态学习、接受。为了调和各种教

义完全不同的宗教，从法律到政策，主要目标都在

于防止发生矛盾，确保每一种宗教和平共处，每一

种宗教和教派都能各得其所，兼容并蓄。基于此

种现实，韩国的宗教管理体系多倾向于保障宗教

的正面功能，对负面功能采取政府与民间携手，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但由于法律对宗教团体成

为法人的注册条件没有加以限制，国家的宗教政

策相对宽松，客观上为宗教异端、邪教组织的生存

提供了土壤。
当今世界，全球约有 61% 的人口信仰宗教，

宗教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将长期存在。马克思在

论述宗教的长期性时指出: “只有当人与人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个极明白、极合理的过

程的时候，宗教才会消亡。”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宗教也在发生极其深刻的

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加。对于这种将

长期存在并有大量人群信仰的宗教纳入依法管理

的范畴，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也是与国际公约精神

相契合。《世界人权宣言》规定: “人人在行使他

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的规定的限制，确定此

种限制的惟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

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

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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