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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

的宗教法律法规。从 1868 年 1 月，明治天皇颁布王

政复古诏书，宣布《神佛分离令》，立神道为国教。

对于宗教政策从《神佛分离令》伊始，经历了《大

日本帝国宪法》《宗教团体法》《宗教法人令》《日本

国宪法》，以及至 1951 年颁布的《宗教法人法》。佛

教各宗派团体在新的形式下，为了适应近现代社会

的发展，在组织管理、僧才培养、弘法方式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组织管理上实行了以总本

山为首，地方寺院为末的统一垂直管理制度，并且

制定宗宪、宗制，实行民主选举管长制。各宗派的

管长拥有最高的权力，在管长制确立之后，在教团

组织机构和行政运营、传教区域的规划，以及教育

机构等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都作了相应的调

整与变革。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佛教界各宗派按区

域设置学校，分别成立有中学、大学。在弘法方面，

各宗派以各地寺院为中心，除了继承传统的传教模

式，还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如

进行监狱教诲、赈灾济困、临终关怀、生态环保，

以及教育事业等。

近现代日本佛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变革与转

型，实现现代化。首先，政府层面，从明治政府的《神

佛分离令》开始，日本的宗教管理制度经历了严格

监管的许可审批制到申报制，最后到申请认证制的

过程 ；其次，从佛教各宗派团体的立场，日本佛教

界经历了废寺并寺毁佛、严格监管、自由申报到最

后的申请认证的历程 ；另一方面，佛教各宗派团体

为了自身的发展，与近现代的社会相适应，从宗派

管理、弘法利生、僧侣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种种的改

革与现代化转型。

一、近现代日本政府宗教法的制定

（一）《神佛分离令》

日本明治新政府在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宣布

“王政复古”，恢复到神武天皇之初的百度更始、祭政

一致的天皇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将军统治的幕府制

度，并将 1868 年定为“明治元年”，在这“王政复古”

的号令中宣布了“祭政一致”之制度。祭政一致，是

政治与祭祀合为一体、政教合一之制度。创立祭政一

致主义是实现天皇亲政的重要举措，即是以“敬神崇

祖”的精神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恢复万机亲裁的体

制。于 1 月 17 日在中央政府设立神祇科，成立神祇

事务局，录用国学家与神道家为神祇官，以推进新

的宗教政策。同年 3 月 13 日，基于祭政一致的制度，

宣布全国的神社归神祇官管辖，禁止佛教僧人管理神

社。3 月 28 日又宣布《神佛分离令》，命令管理神社

的佛教僧人还俗，禁止使用“权现”“菩萨”等神号，

并且规定从神社中废除佛像、僧像、经卷、梵钟等佛

教用具，亦规定从寺院中撤出与神道有关的器物，实

行神佛分离政策。此政策结束了从奈良时代以来神社

附属在佛教寺院之下的“神佛习合”的宗教政策，废

除了佛教独有的特权，并且逐渐把神道演变为国教，

从而实现了“王政复古、祭政一致”的明治维新之政

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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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日本帝国宪法》

明治时期，以初代（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

博文为首，所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于明治二

十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颁布。其宪法第二章第

二十八条规定 ：“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

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但是此时

宪法所规定的信教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妨碍

社会的安宁秩序，以及不得违背臣民义务。所谓臣

民义务，朝拜神道与天皇都是臣民的义务，此时神

道的地位已在其他一切宗教之上。因此，此时期的

信教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是要以上述两个条件

为前提的信教自由。

（三）《宗教团体法》

昭和政府在昭和十四年（1939）四月八日颁布

了《宗教团体法》。此部法典总共三十七条，体现了

昭和政府对宗教团体管理的基本态度，是以管理宗

教团体为立法的目的。

昭和时期的日本宗教团体主要有“神道教”“佛

教”“基督教”。因此，《宗教团体法》第一条即规定

宗教团体为 ：“神道教派”“佛教宗派”“基督教”“其

他教派”四类宗教团体。前三类为原有的宗教团体，

“其他教派”是指新成立的宗教团体。所以《宗教团

体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内容 ：第一类即是对原有

的宗教团体进行管理与监督，包括第一条至第二十

二条，主要体现政府对宗教团体人事、财产、处分

三方面的监督与管理 ；第二类是对新成立的宗教团

体的管理，包括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 ；第三类

是体现《宗教团体法》的实施，即从第二十九条至

第三十七条。

《宗教团体法》是对宗教团体以管理监督为主

要目的，尤其是对佛教各宗派团体。具体管理是

以主务大臣为管理核心，一切审批权归主务大臣

以及地方长官。人事上的管理与监督主要以寺院

为管理对象，审批监督寺院团体法人、教义内容、

传教及举行宗教仪式、管长（方丈）及住持的任

免进退、教师资格、职务权限、教规宗制、教团

规则等变更等事项都必须取得主务大臣的许可与

批准 ；其次，对寺院的财产管理与监督。主要是

通过报备登记寺院的土地、建筑物、宝物，以及

账目。寺院对于土地、建筑物、宝物等没有处理权，

也不得进行抵押等事项 ；其三，处分。宗教团体

与宗教教职人员若妨碍了安宁秩序与违背了臣民

义务，主务大臣可限制、停止宗教团体教师的业

务，乃至取消宗教团体的设立与许可。主务大臣

对宗教团体的监督有必要时，可以要求宗教团体

报告情况，以及进行实况调查 ；其四，关于税法。

宗教团体可免除税务。地方政府也不得对宗教团

体所得征税。

（四）《宗教法人令》

《宗教法人令》是日本昭和政府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颁发的宗教法令。此法令是在《美日安全条约》

的强制下颁布的。《宗教法人令》总共十八条，其中

从第一条至第九条，是对成为宗教教派的规定。第十、

十一、十四、十五条是对神社、寺院、教会财产的

处理规定。第十二条是关于神社、寺院、教会解散

的规定。第十六条是关于宗教法人的税收。第十七

条是关于民法与宗教界的关系。第十八条是关于宗

教法人的主管者及代理者违法的处罚规定。

《宗教法人令》与《宗教团体法》最大的区别就

是取消了主务大臣对宗教团体的管理，而是把宗教

作为一种文化的现象，划归在文部省（文化部）管理，

对宗教团体成立的规定改为申报制。宗教界人士若

有违法问题，而是由裁判所（法院）依法裁判。《宗

教法人令》的颁布，同时废除了《宗教团体法》。

（五）《日本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是于昭和二十年（1946）十一

月三日颁布，又称为“和平宪法”。此部宪法中有

关宗教问题，制定了两条，即第二十条规定“信教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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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信仰实践、

庆祝典礼、仪式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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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九条规定“政教分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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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宪法》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区别就

是在于国家保障每一位公民的信教自由，体现人人

信教自由，以及政府针对宗教团体制定的政教分离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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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法人法》

《宗教法人法》是昭和二十六年（1951）四月三

日颁布，总共为十章八十九条。《宗教法人法》是在《宗

教法人令》的基础上而制定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是从宗教团体的申报制改成认证制，法律条文上比

《宗教法人令》更为全面、更为细化 ；规定宗教团体

内部管理设立三名以上责任成员，其中一名为代表

成员，以平等、民主的原则决定宗教团体内部事务。

名义上主管部门为文部省，但是对于宗教团体之信

仰、规则、习惯等宗教上的事项，不作调停与干涉。

政教分离，公权力不参与宗教内部的事务，实现公

民信教自由。《宗教法人法》从颁布之日起至今，经

过了 25 次修订，形成现今的日本宗教法。[1]

二、近现代日本佛教

各宗派团体的变革与现代化转型

（一）明治时期佛教各宗派团体的处境与变革

从明治政府的维新新政颁布了《神佛分离令》，

实行神社与寺院分离政策，结束了从奈良时代开始，

神社一直依附在佛教门下的状况，强制要求把供奉

在神社内的佛像与各种佛教法器、经像等，一律清除、

烧毁，清除神佛混淆之情况。此给佛教团体造成莫

大的伤害，导致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废弃寺院、毁

坏佛像、烧毁经卷的“废佛毁释”的事件 [2]。有些地

方官员在《神佛分离令》颁布后，对佛教各宗派的

寺院采取废除寺院和合并的政策 [3]。1871 年明治政

府又颁布了《户籍法》，废除了从德川时代以来由寺

院出具证明协助制作宗门户籍的制度。同年政府命

令寺院上缴除了寺院内用地以外的领地 [4]，以及允许

基督教自由传教。

由于神道教被尊奉为国教，佛教被边缘化。命

令寺院内用地以外的土地上缴，宗门户籍制度废除，

直接给寺院的经济带来了困难。此时佛教界各宗派

团体为了克服困难，与时俱进提出了种种改革与融

通办法，顺应时代的要求。

佛教各宗派团体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提出

“忠皇爱国”“护国”的理念。在 1868 年底成立“诸

宗同德会盟”，探讨佛教在新时期如何适应社会，以

及新形势下佛教如何生存与发展，提出王法与佛法

密不可分，提倡护法、护国与防邪的三位一体论。

废寺并寺的政策执行以后，爱知、福井、新潟、富

山、香川、岛根、大分等县以净土真宗的僧侣和信

徒为首向政府请愿，政府表示并没有废佛之意，并

作出不再“废寺并寺”的许诺 [5]。1872 年 11 月，佛

教各宗派团体制定一宗一管长（方丈）制度。各宗

派在组织上实行以总本山为首的宗制佛教，各宗派

的管长拥有最高的权利，政府把委任地方寺院住持，

以及制定宗制、寺规等权力交给各宗的管长。在管

长制确定之后，在组织管理上各宗派还在各地设立

教区，各宗在教区选举议员，进而设立宗议会，各

宗派内部的管理事务通过宗议会商讨投票决定 ；其

次，各宗派团体向政府请愿，建议设立“大教院”，

依照三条教则，讲授神道、佛教、汉学、洋学等思想。

但是，事与愿违，往往讲说都是以神道为中心。所

以大教院又成了神佛合并。佛教各宗派团体以岛地

默雷为首，向政府提出政教分离、神佛分离。1875

年 5 月政府废除了大教院，佛教各宗派团体改成设

立学林、学校，各宗派按地区设立中学林（中学）、

专门学院、高等学院（大学）。

另外，明治政府 1872 年颁布《肉食带妻的解禁》

法令，废除僧位、僧官制，规定僧人只是一种职业，

命令他们改称姓氏，解除过去规定的食肉、娶妻、

蓄发等禁令，并且禁止僧尼托钵化缘。这对日本僧

人在近现代广泛地进入世俗社会兼职工作，以及对

近现代日本寺院与僧侣的改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另一方面，佛教各宗派团体又积极地参与社会

各项活动。例如投资修路，兴办教育事业，到工厂、

矿山等地传教，到监狱中教导犯人悔过重新走入社

会，以及帮助改善“弱势”部落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等等。

（二）大正时期佛教各宗派团体的变革

大正时期，日本佛教各宗派团体的变革体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教各宗派团体与日本神道、

基督教代表 1904 年在东京成立“战时宗教家恳谈会”。

一方面积极配合与协助日本政府为侵略战争做“正

义”“和平”的宣传 ；另一方面，佛教各宗派团体向

战场派遣随军僧侣，在军队中开展传法活动，以及

对出战军人的家属进行慰问和救济。

其次，1914 年，佛教学者土屋诠教发表了《宗

教改革论》，提出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制定新的宗

教法，而在制定新的宗教法之前应该让僧人获得与

一般国民同等的参政权。这个主张引起了佛教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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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体共鸣。在 1915 年秋，佛教各宗派团体在京都

召开管长会议，把过去的“佛教恳谈会”改为“佛

教联合会”。此组织由全日本佛教界的 13 宗 56 派组

成，为了争取僧人的参政权和宗教立法展开各种活

动。1916 年 3 月，佛教联合会向文部省大臣提交了《关

于宗教制度调查申请》《关于神职和神道教师加以区

别申请》《关于宗教教师僧侣参政权申请》。1921 年

2 月，佛教联合会在东京召开“僧侣参政权问题佛教

徒大会”。1925 年《普选法》得到通过，由此僧人也

获得了被选举权，即参政权。

其三，佛教各宗派团体派遣大量的僧侣到欧美

考察宗教，以学习西方宗教的经验进行教团改革。

如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的大谷现如、石川舜台、松

本白华，西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

连城，以及南条文雄、姊崎正治、高楠顺次郎、获

原云来、渡边海旭等人远赴欧美考察学习。这些人

回国后纷纷著书立说，创办学会和杂志，主张对佛

教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释，应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

新佛教。

其四，《宗教团体法》的颁布，是加强对宗教团

体的监管，使各个宗教团体为宣传以天皇为首的日

本帝国主义的“国体观念”与“皇道精神”服务。

凭借《宗教团体法》，宗教团体的一切大权归主务大

臣所掌控。例如《帝国宪法》第 28 条规定，主务大

臣可以对宗教团体进行限制、禁止、取消认可，根

据需要可以要求宗教团体提交报告，以及进行实际

调查等事项。又如《宗教团体法》第 5 条规定，教派、

宗派或教团的成立是要经主务大臣的认可，主务大

臣可以命令宗教团体合并或者解散。如佛教各宗派

团体，原来有 13 宗 56 派，要求被合并为 13 宗 28 派。

因此，一些佛教宗派团体在日本各地成立佛教护国

团，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其五，1945 年 12 月 28 日，日本昭和政府颁布

了《宗教法人令》，同时废除了《宗教团体法》。《宗

教法人令》是以贯彻信教自由为原则，规定具备条

件的各宗教团体以及地方寺院只要向文部省大臣与

地方政府长官提出申请，都可以成为宗教法人。政

府对宗教团体的认可、监督、调查、合并、取缔等

权利都被取消。宗教团体的成立，从认可批准到申

报的转变。

其六，1946 年 11 月 3 日，昭和政府颁布了《日

本国宪法》，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给予保障，也确立

了政教分离制度。在 1951 年又根据宪法的信教自由

的原则，在《宗教法人令》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和

颁布了《宗教法人法》。规定各宗教团体要成为合法

的宗教团体，就必须先取得文部省或地方政府的“认

证”，把成立的目的、名称、所在地、负责人以及财

产等写成“规则”申报。然后登记成为法人。根据

1964 年《宗教年鉴》，依据《宗教法人法》登记为宗

教法人的佛教各宗派团体有 165 个 [6]。

其七，佛教各宗派团体在战后新的形式下，经

历了重建和改革的过程，以求取新的发展。为了摆

脱经济上的困难，佛教各宗派团体积极兴办托儿所、

幼儿园、旅馆、学校，以及各种旅游事业。僧人走

入社会从事教育、文化、国家公务员等各种岗位参

加工作。在组织管理上，则由原来的管长制改为宗

议会制度，管长代表宗派的最高权威，设立宗务总

长管理行政事务。在教团经营上，效仿世俗社会，

吸收在家信徒参与寺院、宗派的管理运营。例如净

土真宗大谷派，最高决策则采取议会制度，由以寺

院住持为代表组成的“宗议会”，与信徒代表组成的

“参议会”来共同决定本宗派的重大决策。以及为了

加强巩固本山与末寺、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振兴寺院、

弘法、扩大社会的影响力，佛教各宗派团体开展种

种“运动”。如天台宗的“照一隅运动”、真宗大谷

派的“同朋运动”、净土宗的“手拉手运动”等各个

宗派团体都有各自的活动 [7]。此外，佛教各宗派团体

还积极开展海外弘法，开辟海外道场。

（三）现今日本佛教各宗派团体

现今日本佛教各宗派团体的现状，制度上是以

总本山为首，设立总本山—大本山—末寺的制度，

末寺与信徒以墓地为纽带，建立檀家制度。各个宗

派分别制定宗宪、宗制、寺规，成立宗议会。议会

的代表为各个末寺的住持，由全体议会代表选举各

宗的管长，由管长 [8] 提名宗务总长一职，再由宗务

总长组建宗内阁成员。管长代表本宗派的最高权威

者，而宗务总长则是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管理本宗

派的所有事物。另外，各宗派还有居士代表的参议会，

监督各个末寺，以及参与宗派的行政事务的决策。

在弘法上，在全国以寺院为中心设立教区，定

期进行布教。在教育上，在全国的教区设立小学、

中学、高中，在主教区设立大学 [9]。在文化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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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报纸，介绍各个教区的情况和本宗派的新闻，

以及举办茶会、地藏会、佛与本门祖师们的圣诞祭，

开办茶道、花道、香道、书道教室，与抄经、展览

会等活动。在学术研究上，设立本宗的研究所，成

立研究学会，每年定期举办研究会，出版发行反映

学术研究成果的杂志。在慈善事业方面，对受灾难

民进行救济。对于幼儿，在全国教区寺院设立托儿

所、幼儿园，进行学前佛教化教育 ；对于老人，创

办养老院，照顾孤寡老人，以及各地寺院对老人开

放，成为老人们的活动场所。[10] 开展对犯罪者的教化，

帮助其从新走入社会，推进“弱势”部落民众的解

放等事业。

三、总  结

总之，日本佛教各宗派团体从 1000 多年以来以

国教自居，至明治政府《神佛分离令》的颁布，瞬

间成了边缘的宗教团体，甚至达到废寺毁佛的境遇。

进入昭和政府时期，颁布了《宗教团体法》，对佛教

各宗派团体更加严厉的监管，达到生死存活取决于

主务大臣一人，宗教团体的一切活动都得为帝国主

义服务。1945 年在《美日安全条约》的强制下，废

除了《宗教团体法》，进而颁布了《宗教法人令》，

实现了宗教团体只要申报成功即能成为宗教团体法

人。直至 1946 年《日本国宪法》的颁布，确保公民

的信教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确立。最后，日本于

1951 年颁布了《宗教法人法》。宗教团体只要通过认

证即能成为合法的法人。从立法上，近代日本佛教

管理制度经历了从并寺毁佛、监控管理、申报登记、

申报认证的过程。

从佛教各宗派团体的角度来看，《神佛分离令》

的颁布，佛教各宗派团体陷入垂死挣扎的危境。为

了自救，促使佛教各宗派团体变革，一方面为了顺

应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调整自身与现世社会相

适应，努力谋求发展。《宗教团体法》的颁布，加

强了对佛教各宗派团体的监管，把宗教活动置于政

府监管之下。宗教团体想要取得宗教法人资格，必

须要获得主务大臣及地方长官的认可和批准。以及

宗教内部的教义、人事任免、财产处理等事项都得

取得主务大臣以及地方长官的认可和批准。这促使

佛教各宗派团体团结一致以谋求出路，并且纷纷派

遣僧侣到欧美考察学习，以求改革途径。赴欧美的

“取经”，促进佛教界思想的改革，革新佛教以适应

现代社会。《宗教法人令》的颁布，使佛教团体得

以复苏。《日本国宪法》的颁布，确保了信教自由

与政教分离。《宗教法人法》的颁布，使日本佛教

各宗派团体现代化转型得以成功。各宗派团体积极

弘法传教、兴办教育、开展文化活动、践行慈善公

益等事业。根据 2018 年《宗教年鉴》[11]，目前日

本全国信仰佛教的民众有 8533 万余人，佛教各宗

派团体法人有 77112 法人（寺院），佛教各宗派的

教职人员有 35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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