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宗教到个人
———美国宗教判例的变迁

陈斯彬

从近代到本世纪，美国的宗教自由保护从强调基督教之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性转到立足宗教作

为个人信仰的本质。建国阶段，国父们将基督教视为美国的立国基础，给予特殊的尊重和保护，

基督教因此成为事实的国教。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不能持有特定的宗教立场乃至道德立场，

宗教的特殊价值随之减弱，宗教本身也逐渐成为个人的选择。人们从个人信仰和个人选择的角度

来认识宗教自由的价值，宗教自由逐渐从宗教的自由过渡到个人信仰的自由，隐私权的观念相应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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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代不少国家宪法规定了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并未因此立即成为个人意义上的宪法权利。
宗教改革时代所谓宗教宽容主要指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和平共存的状态，个人没有不信仰上帝的

自由，这种观念影响深远，直到近代。那么，宪法文本中的宗教自由如何实践发展成为真正的个

人权利就非常值得研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宗教自由判例的变迁进入我们的视野。
从诸多视角来看，1947 的埃弗森沃教育局案 (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 是美国宗教

权利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案件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更多从个人的角度而非出于宗教的特

殊价值来保护宗教自由。在该案中，新泽西校董会为父母接送孩子到学校提供补贴。该做法

依据新泽西州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地方教育部门为公立学校及非营利性私立学校的学生

提供交通补贴。引起争议的是，新泽西州非营利性私立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学校。在人们看来，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校董会用公共资金资助学生到教会学校，不免有违背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

嫌疑。在这个案件中，以历史为背景，布莱克 ( Hugo Black) 阐释了他对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

解释:

第一修正案设立宗教条款的意思至少是这样的: 不论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将一

个教会确立为州教或者国教; 不得通过援助一种宗教或所有宗教，或偏护某一宗教而歧视另

一宗教的法律; 不得强迫或影响某人违背本人意志加入或不加入一个教会，或强迫他宣布信

奉或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人不得因持有或宣布宗教信仰或不信教，去或不去教堂做礼

拜而受到惩罚; 不得课征任何数量的税收以支持任何宗教活动或机构，不论他们以任何名目

出现，也不论他们采用任何形式传教布道。不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以公开或隐

蔽的方式参与任何宗教组织或集团的事务; 反之亦然。用杰弗逊的话说，这一反对用立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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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教条款，意在树立一道“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墙”。①
布莱克法官貌似重述政教分离的学说，实则不然。他就国家对宗教的立场、宗教之于国家的

意义都有了不同以往的表述。国家对宗教的立场，布莱克法官提出了 “中立性”的概念。他认

为，“第一修正案要求政府保持中立，以处理其与宗教信仰者或者非信仰者团体的关系，但它并

不要求政府站在这些团体的对立面。国家权力不该妨碍宗教，也不应该帮助宗教。”②布莱克认

为只要国家的援助可以为个人所享有，不论其有无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是什么，这样的援助就符

合中立性的标准。
在中立性的基础上，布莱克法官又提出了 “个人化”的标准: 也许国家援助最终被用在宗

教事务上，但如果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并不妨碍其合宪性。国家的中立性立场将宗教降为个人

选择的事物，这也使得宗教自由的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发生调整。中立性调和了禁止设立国教条

款，将国教分离的界限留给个人，自由实践条款因此获得更为重要的地位。
“中立性”和“个人化”的标准意味着宗教自由保护方式的转向。首先，“中立性”立场，

解放了国家的宗教和道德立场，使国家公正对待各种宗教和道德观念。在此之前，美国自奉为基

督教国家，并把基督教义奉为共和国家的道德基础，客观上阻碍了宗教和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其

次，“个人化”意味着宗教被视为个人选择的产物，宗教自由为个人的自主寻求理论基础，这种

寻求为宗教自由向个人宗教信仰自由转换提供了动力。再次，“中立性”随之转化为司法裁判技

术。司法裁判中法官对各种宗教持中立立场，直接诉诸个人，尊重个人选择。新的保护方式实质

上直接诉诸了个人信仰自由，要求国家不妨碍个人的信仰选择，并且尽量为个人的选择提供平等

的起点。如此看来，埃弗森案虽然是关于禁止政教分离的案件，但可以视为美国第一修正案宗教

自由保护的一个转折点。

二、立宪时代: 在个人信仰和宗教之间

1789 年，麦迪逊向众议院提议制定 《权利法案》。他将各州提交的建议凝练为两个宗教

条款:

不应因宗教信仰或礼拜对任何人的公民权利予以克减，不应确立任何国家宗教，也不应

以任何借口或以任何方式侵害完整和平等的良心权利。
任何州不应侵犯平等的良心权利、出版自由或在刑事案件中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麦迪逊更倾向于使用 “良心权利”而非宪法中的 “宗教的自由实践”。在这之后，

众议院任命了一个由出席第一届国会的 11 个州各 1 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包括麦迪逊。该委员

会在他们提议的条款中，包括了三条关于宗教的条款:

1. 法律不得确立任何宗教，也不应侵犯平等的良心权利;

2. 不得迫使任何在宗教上游移的人服兵役;

3. 任何州不应侵犯平等的良心权利、言论或出版自由，或在刑事案件中接受陪审团审

判的权利。
众议院讨论了委员会的建议后，分别对三个条款做了判断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议员埃姆斯

( Ames) 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 “宗教的自由实践” (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之前很多人不

作区别地使用“良心权利”和“自由实践”两者。但埃姆斯坚持认为两者应该并列使用，这一

意见后来显然影响巨大。③ 最后提交给参议院的版本是这样表述的: 国会不应制定法律去确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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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或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也不应侵害良心权利。
参议院在讨论过程中先后通过几个版本，最后提交给众议院的版本这样规定:

国会不应制定法律去确立信仰内容或礼拜模式，或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或克减言论自

由、新闻自由、人民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就冤屈向政府寻求救济的权利。
众议院拒绝了这一版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最后通过这样的版本: 国会不应制定

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也不应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
其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良心权利”的规定被删除，代之以“宗教的自由实践”的表述。

这一变化影响深远。
首先，“自由的实践”更清晰地表明: 宪法不仅保护宗教观念，还保护宗教行为。在立宪的

时代，“实践”强烈地意味着行为。而 “良心”更倾向于被理解为观点或信念。佐治亚州 1732
年的宪法就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区分。该州宪法规定: “公民有良心权利，可以崇拜上帝，除了

天主教徒，本州居民或者即将迁居本州的人，都可以自由实践其宗教。”罗马天主教徒享有良心

权利，但不享有宗教自由实践的权利，当时对良心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宗教良心，良心自由范

围窄于宗教自由实践。前者是观念的自由，后者还包括实践的自由。
但这一差别一开始并没有想象中的大。“直到 1940 年，最高法院才将出于宗教动机的行为纳

入自由实践条款，但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① 另一方面，采用 “良心权利”的说法，我们也

不能认为宪法不保护出于良心的行为，因为不保护行为的自由何以体现良心之自由。
其次，“良心”强调个人判断，宗教则包括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宗教既指教义，也指信仰

者团体。“宗教自由实践”意味着政府不要去干涉宗教团体，即使这种干涉并不影响到个人良心

权利。
最后，“良心权利”范围更广。良心权利可以扩展至并非基于宗教的良心主张。所以，修正

案删去了“良心权利”而采用了“宗教自由实践”，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美国宗教自由条款给予

宗教特别的对待; 而非宗教的信仰体系，包括科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信仰不

在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最高法院在威斯康辛州诉约德案 ( Wisconsin v. Yoder) 中这样讲到:

“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基于纯粹的世俗考虑，即使很有价值，值得崇尚，也不能作为政府规范的

界限。宗教条款所保护的主张必须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②
立宪当时并未注意到这种差别。在当时的情境下，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 “良心”的外延比

“宗教”大得多。根据麦康奈尔 ( McConnell) 的研究，当时英语世界对良心的理解不无矛盾。
一方面，人们在广义上使用“良心”一词。麦康奈尔举例说，出版于 1807 年的第一本综合性的

美国辞典韦伯斯特英语词典这样定义 “良心”: “判断关乎自我行为对错的自然知识或能力”
( conscience “as:”natural knowledge，or the faculty that decides on the right or wrong of actions in
regard to one's self) 。同样的塞缪尔·约翰逊 ( Samuel Johnson) 的英语大辞典给出了第一个定义:

“良心是我们赖以判断我们自己善恶的知识或能力。”这些理解并未将良心局限于宗教良心。③但

是除了辞典，在美国提及“良心自由”的大部分场合要么明显要么隐晦地仅仅局限于宗教良心。
比如麦迪逊本人在解释第一修正案时常常交叉性地使用 “宗教自由实践”和“良心自由”。他将

“良心自由”表述为“有着多重维度的……宗教权利和特权。”④ 有 10 个州政府的法律将 “良心

自由”与宗教相联系。马萨诸塞州 1691 年的宪法规定: “良心自由允许所有除天主教徒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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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崇拜神。”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机关在 1784 年通过法令，授权 “一个法案以保证基督教的

每个教派在宗教事务上的良心权利”。在麦康奈尔的研究中，只有新罕布什尔州曾提出一个权利

法案对之做了不同的规定: “议会不能指定有关宗教的法律，或者侵犯良心权利。”但是这个建

议草案很快被拒绝，而代之以和美国第一修正案类似的条文。同样的，范泰尔就认为，从当时各

州的宪法来看，宗教和良心以及良心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宗教的自由实践”和 “良心权利”指

的是同一个意思。①
换句话说，即使采用“良心权利”的措辞，制宪者的本意也只是保护基于宗教的良心主张。

这是制 宪 者 的 历 史 局 限，因 为 将 非 宗 教 的 信 仰 和 宗 教 信 仰 相 区 分 并 非 合 理。艾 斯 格 鲁 伯

( Eisgruber) 、塞奇 ( Sager) 两位在其著作《宗教自由与宪法》中对比了两种情况。两个同样叫

坎贝尔 ( Campbell) 的妇女，同样想开救济无家可归者的流动厨房，同样受到了地区规划的限

制。现在设想，其中一个坎贝尔夫人之所以如此行为是出于其宗教信仰; 而另外一位则是因为她

对人类遭遇的深刻同情。② 根据现代的理论看来，两者并无实质区别。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宗教

信仰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信仰而非因为宗教，一个人的信仰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保护个人信仰实质上就是保护个人的主体地位。如果从个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和非宗

教信仰对于个人人生价值同样重要，国家不应在此区别对待。
所以这种差异预示制宪时代并不是基于现代的立场看待宗教和良心问题，如果从个人道德和

人的尊严的理念来理解当时的立宪文本，则无疑形同关公战秦琼。在当时，重要的是 “宗教”
本身。麦迪逊在他的《反对宗教征税评估的抗议请愿书》中这样讲到:

宗教信仰，或者说是我们对造物主的义务，以及我们履行这种义务的方式，只能由

理智和信念来引领，而不能屈从于胁迫和暴力……它不可剥夺，还因为它不仅是对人的

一种权利，还是对造物主的一种义务。每个人都有义务把这样的尊崇给予造物主，只

有这样该义务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项义务在时间顺序和义务程度上优先于公民

社会的主张。任何人在成为公民社会的一员之前，他首先必须被视为是宇宙之主宰的

臣民: 当他是公民社会的一员时，他仍然保有对宇宙之至高者的效忠。因此我们认为

在宗教问题 上，没 有 人 的 权 利 应 被 公 民 社 会 的 制 度 所 削 减， 宗 教 并 不 在 它 们 的 管 辖

权内。③
麦迪逊其实延续了对宗教的洛克式理解。宗教自由实践并非建立在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之

上，相反宗教实践不是个人的自主判断，而是人们之于上帝的义务，人们之于上帝的义务远比个

人的判断和国家的秩序来得重要。为此，宗教良心本身有着区别于世俗良心的特殊重要性，应该

给予宗教特殊对待。这种立场而非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场显然是理解美国早期宗教自由历程的关

键。在当时，宗教远比个人重要。

三、早期的宗教自由: 侧重保护国家的宗教基础

宗教的特殊价值而非个人信仰的重要性，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价值基础。托克维尔深刻地

把握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

·86·

《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美］ 范泰尔: 《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张大军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第 197 页。
Christopher L. Eisgruber and Lawrence G. Sager，Ｒ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Constit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
［美］ 德拉姆等: 《法治与宗教》，隋嘉滨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 60 页。



统之中，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一样的。① 对个人而言，笃信宗教的人民之所以能够经常完成目

标长远的事业，是因为宗教教导人们把人生的最终目标放在来世。对国家而言，宗教意味着和平

和自由。宗教教导人与人平等，促进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 宗教还很好地教导美国人行使自由的

技巧。“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

为。”② 宗教为何能在美国发挥良好的社会作用呢? 托克维尔认为，原因是政教分离。他说:

“今天，与基督教结合的那些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好像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
它还活着，但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 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会立刻站起来。”③ 但同时他

又认为:

政府能使灵魂不灭论受到人民尊重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政府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

信灵魂不灭论; 我还认为，政府只有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

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和尊重宗教道德。④
宗教的重要性源自政教分离，托克维尔的两种立场看似矛盾，但恰恰捕捉住美国当时的情

形。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政教分离，但基督教的道德在当时却被奉为社会道德，作为社会团结的

基础。我们可以从制宪者的思想看到政教分离和重视社会的宗教基础两种思想往往同时存在。
1802 年，杰斐逊在一封信中表述了他关于教会和国家关系最有名的评论: “对于全体美国人

宣称立法机构‘不得制定法律来设立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禁止任何宗教的自由运作’的行为，

我斟酌再三，断定它就是建立了一道政教分离之隔墙。”⑤ 这一论断后来被布莱克法官引述来证

明第一修正案的立场为绝对的政教分离。但国父们相信政教分离，却更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以

杰斐逊为例，其权利思想就具有深沉的宗教基础。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声称，“造物主赋予

人人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杰斐逊将上帝看作宇

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人类权利和自由的提供者，也是掌控一切人类事务的最高存在。华盛顿支

持政教分离，并认为国家不应支持任何特定的宗教团体。但他同时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一大支柱，

政府总体上应该支持和鼓励各种宗教。华盛顿在 1789 年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全国感恩日的宣告，

他这样说道: “各国都有责任承认全能的上帝的佑助，遵行他的旨意，感激他所给的益处，谦卑

地祈求他的保护和眷顾。”⑥ 在他告别演讲中，他教导到: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

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⑦ 基于宗教的特殊作用，华盛顿并不反对政府对

宗教的支持。他认为第一修正案不是禁止政教之间的一切交流，而只是禁止那些构成压迫或精神

暴政的行为。华盛顿相信政府及其统治者都从上帝那里获得授权维持社会秩序，二者都必须承认

并听从上帝。宗教与道德是社会的支柱，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宗教发展。但为避免教义争议，政府

不应当支持某一教派胜过其他教派，而应当保护信教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 “公正的政府保

护一切真宗教的权利，而真宗教为政府提供其最肯定的支持。”⑧
麦迪逊是坚定的分离主义者，但他毫不怀疑宗教对维持国家力量起着关键作用，“相信万能

上帝是良善而富有智慧的，对于世界道德秩序和人类幸福都至关重要。”这种观点影响着他对

“确立国教条款”的看法，他所认为的“确立国教”似乎为将一个特定的教会或宗教建立成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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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官方宗教，而非宗教本身。① 麦迪逊对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及宗教作用的确信，使他在一些

立场上不免有些踌躇。国会曾在两个不同场合请求麦迪逊总统宣布祷告日，但两次他都犹豫不

决。他在 1813 年的宣告中，邀请所有乐意过敬虔生活的人向宇宙的伟大天父与主宰感恩和祈愿，

并建议上帝赐下富饶的土地、繁荣的文艺和制造业、美国宪法和政治自由。他并未要求全美人民

祷告，而是宣告乐意祷告的人可以一起祷告。
麦迪逊的思想具有典型性，国家要注重分离的是教派而非宗教，国家必须在各个教派之间保

持平等，不偏不倚，但宗教则不是防范的对象，相反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源

泉。伯尔曼对这一微妙的状态有个很好的解读:

我们的宪法在规定宗教制度与政治法律制度必须高度分离的同时，也预设了宗教价值观

与政治法律观之间要有很高程度的互动。它预设了宗教自由保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净化

和巩固宗教信仰创造条件; 它还预设，得到净化和巩固的宗教信仰能为政治法律制度发展提

供动力，指引方向。这些预设或假定属于这样一种法理学，它认为，法律总体是要明显超越

其上的事物，见证某种更崇高的事物，指引某种历史命运。②
当宗教作为国家和宪法的道德基础，政教分离必然不可能那么彻底。事实上，在美国建国后政府

和宗教乃至教会始终有着多种形式的联系。在当时，尽管有许多人反对，例如杰斐逊; 但大多数

人都赞成政府控制和扶植宗教，并认为这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该条款被理所当然地理解

为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而不适用于州政府，州政府当然可以控制和扶植宗教。在 18 世纪的美国，

政府以多种方式资助宗教。官员将土地和动产捐赠给教会、宗教学校和慈善机构; 收缴宗教税和

十一税来资助牧师和传教士; 免除了宗教财产和牧师的税赋; 为教会、宗教学校、慈善团体、传

教团以及其他宗教机构的组建规定了特定的形式; 支持在中小学和大学的基督教教育; 宣布亵渎

神圣、在休息日和宗教节日不必要的工作为违法; 实行宗教宣誓并禁止异议者出任政府职位。③
在 19 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州的确也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立基督教为州教。康涅狄格州宪法规

定: “人人都有义务敬拜上帝、伟大的造物主及宇宙的守护神。”马萨诸塞州要求当选的官员要

宣誓他们“信仰基督教，确信其真理”。还有的州规定应开办旨在传播 “宗教、道德及学识”的

公共教育，有的对所属基督教派的教籍作出规定，有的规定不参加主日敬拜则应处以罚款。基督

教的道德也渗透进法官的思维，影响司法判决。1811 年，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对亵渎基督

言论的一项起诉。首席大法官肯特 ( Kent) 代表州最高法院说道: “我们是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基督教精神深深植入了这个国家的道德观，而不是基于这些骗子们的教条和对他们的崇拜。”
1861 年，纽约的另一宗案件中，法院称: “宗教宽容与宗教得到官方承认完全不矛盾。在已述及

的限度内，基督教可以被承认为官方宗教，而对于拥有其他信仰、信奉其他宗教的个人，也拥有

完全的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连同良心自由和择教自由在内，也将得到保障。”④
联邦最高法院同样丝毫没有忧虑这一立场是否会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对政教分离和宗

教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现代。早在 19 世纪的三一教诉美国案 ( Holy Trinity Church v. United
States) 中，布鲁尔大法官 ( David J. Brewer) 即在判决中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做了新教式的解

读。布鲁尔在判决中认为美国对政教分离的信奉是 “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最高凭据之一”。在布鲁

尔看来，政教分离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其关键是宗教不受政府影响，以免污染宗教的纯洁性。
但是国家有责任关心宗教，“完全分离不是政府漠不关心教会的福利和兴旺。这毕竟是一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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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和国。”① 布鲁尔根据他认为合适的政教关系，提出政治和宗教可以发生的交集，他支持政

府继续推行星期日停业法律。他说星期天 “是古时神圣的一天，由法律和宗教以及教会惯例千

百年来分别出来的一天，且不应成为公众轻薄浮佻和逗乐的一天。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更崇

高和更好地度过这一天，但至少他们应尊重基督教，不以轻薄浮佻和逗乐的方式来冒犯那些相信

这一天是神圣的那些人。”② 这样看来，布鲁尔不仅认为国家有其宗教基础，他还认为国家应该

积极推动促进宗教的发展。这个信念贯穿了三一案的判决。他由衷地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对美国将

来的发展和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推翻下级法院对沃波尔·沃伦案适用 《契约劳工法》作

出的判决。通过解释《契约劳工法》使其不适用于基督教牧师，布鲁尔在确保宗教自由在合众

国未来的自由和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 20 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仍然弥漫着宗教色彩。1906 年，美国议会通过了国籍法，

其规定: 申请国籍的人，在被承认公民身份前，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宣誓……他应拥护美国宪法

和法律，保护美国宪法和法律免受所有外国和国内敌人的侵犯，并应效忠美国宪法和法律。因为

这一规定，美国政府拒绝了麦金托什的请求，因为他声称只有在他认为战争在道德上是正义的时

候，他才会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在法庭上，大法官萨瑟兰 ( George Sutherland) 拒绝了麦金托

什的请求。他说到，我们的政府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 “我们是基督教人民，彼此之间

都有着平等的宗教自由权利，承认有着服从上帝的义务……对国家的不合格的忠诚和对这片土地

的法律不合格的服从，还有对那些促成战争或和平的法案的不合格的服从，都是不符合上帝的旨

意的。”③ 麦金托什案除了表明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一次正式承认这个国家独特的基督教传统外，

还表明最高法院最后一次在有神论的条件下定义宗教。④ 在这以后，最高法院仍然不乏缅怀这个

国家的宗教传统的声音，只是制宪时代的另外一种思路开始占上风了。

四、国家的中立性: 事实国教的放弃

国家的中立性是事实国教的反叛，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据统计，在美国革命时期大约三分

之二的殖民人口受过加尔文学派的教育。加尔文甚至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的真正创始人。⑤ 独特

传统导致美国政府建立在基督教宗教道德基础之上，并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宗教色

彩。人们很容易认为联邦宪法为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人设计; 而美国从其整个传统上来说是个基督

教的民族; 那么自然而然联邦宪法应该体现了基督教准则和观念。这种历史背景，导致了人们很

容易接受洛克的宗教宽容学说，用之来理解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根据洛克的观点，政教分离和宗

教自由都是由于宗教自身的特殊价值，因此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并不否认国家的宗教基础，不否

认国家对宗教的扶持。但这种立场实质上违背作为近代宪法基础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从个人主

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自由，在此基础上为了保障宗教自由，提出政教分离的观念。在启蒙思想

中，国家是人民契约的产物。人民必然有不同的信仰，因此若政府成员把宗教信仰带入政府运作

之中，不免对其他人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因此，近代宪法都未要求和赋予政府或者其工作人员一

定宗教背景，显然宪法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无视立场保持中立。宪法的宗教中立，意味着宪法并

未偏袒任何宗教信仰，正如它不承认种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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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判例在两种观念间表现出极大的游移，在前期前一种观念占上风，但启蒙思

想的影响慢慢渗透，逐渐成为 20 世纪的主流。早在 1820 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即处理过类

似案件。案件的起因是马萨诸塞州德汉姆的教区居民多数慢慢转向信仰新流行的唯一神教，

而当地教会的实际成员仍然坚持原有的公理会信仰。教会成员之间神学观点的争论演变为教

会代表权，进而演变为教会财产的控制权的争夺。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明显回避了神学

问题，而是尽力抓住世俗性问题。判决这样认为，一个教会除非与社会相联系，否则不具备

法律的存在; 整个教区是其会堂与 财产的合法拥有者。① 而在 1871 年的案件中，米勒法官

( Miller) 在判决中说到:

在本国，每个人享有充分而自由地持有任何宗教信仰、实践任何宗教原则、宣讲任何不

违背道德和财产法则以及不侵犯个人权利的宗教教义的权利。法律不知道异教、不承诺支持

任何教条，或是确立任何官方教派。②
而艾弗尔案以后，中立性开始获得普遍性的同意。但对如何理解中立性原则产生不少分歧。③ 艾

弗尔案本身就是例证。布莱克法官以中立性原则支持了一个州的公共资金补贴教会学校学生的交

通补贴。最高法院的不同意见对中立性原则和政教绝对分离表示了欢呼，却强烈反对案件的结

果，认为中立性的原则要求州不得给予教会学校学生补助。但无论如何中立性原则开始成为

主流。
中立性原则首先在自由实践条款中适用。1986 年博文诉罗伊案 ( Bowen v. Ｒoy) 中，一个美

国原住民反对向她女儿分配社会保障号码，认为社会保障号会掠走其灵魂。最高法院承认了其父

母请求的真诚，但并不认同他们的要求。最高法院判决: “不能把自由实践条款简单地理解为，

要求政府按照与特定公民宗教信仰相容的方式，去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当政府表明，一个被

质疑的政府津贴项目在适用中立和统一，对促进社会利益是合理的方式，政府就尽到了它的责

任。”④ 在自由实践条款适用中，中立性原则逐渐表现为一种单一和简化的司法技术。最高法院

认为法律只要满足了中立性，就能够满足之前法院所关心的个人良心自由、宗教团体免于政府干

预的自由以及对宗教表达的平等保护，中立性原则具有极强的简化功能。在琼斯诉沃尔夫案

( Jones v. Wolf) 中，布莱克门法官这样说: “中立原则首先有个优势，它完全世俗化，并足够灵

活，包容了所有形式的宗教组织和体制。”⑤ 1990 年就业部门诉史密斯案 (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给予中立性原则更为简练的解读。在本案中，斯卡利亚法官 ( Scalia) 撰写的多数意

见指出: “自由实践条款并不解除个人遵守 ‘普遍适用的有效的和中立的法律’的义务。”⑥ 只

要法律是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即使是附带产生了限制宗教自由的效果，也被认为是中立的，进

而是合宪的。无论政府利益是什么，无论法律对信徒和教会产生什么影响，只要这些法律根据合

理程序通过，就一定要占据支配地位。当然，史密斯案引起极大的争议，后来最高法院不断调整

不断弱化它的适用。
在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适用中，法院时断时续地坚持宗教中立的立场。分离论者倾向于将之

理解为政府在宗教和非宗教之间的中立，调和论者则比较坚持认为此立场意味着政府在不同宗教

之间的中立。围绕着中立性原则，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适用产生很多标准。⑦ 在 1994 年的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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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乔伊尔村学区教育委员会诉格鲁梅特案 ( Kiryas Joel Village School District v. Grumet) 中，纽

约州创设了一个新的公立学校学区，该学区落在一个犹太教哈西德派的边界之内。这个学校的学

生都是哈西德教派教徒，学校官员要求尊重该教派团体的教规。苏特法官认为学校的创立是违法

的，违反了禁止确立国教条款，它给信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它将政府的教育职责授出，使

其从属于宗教的偏好。从这两个方面看，它不符合禁止确立国教条款对于中立性的要求。值得注

意的是，晚近以来，禁止设立国教条款适用中的中立性原则越发接近 smith 案的标准。① 在 2000
年米切 尔 诉 赫 尔 姆 斯 案 ( Mitchell v. Helms ) 和 2002 年 泽 尔 曼 诉 西 蒙·哈 里 斯 案 ( Zelman
v. Simmons Harris) 判决的多数意见中，最高法院提出了 “公平中立” ( even-handed neutrality)

的原则。基于该原则，法院从两个方面来审查一个法律: 第一，从表面上看，是否中立; 第二，

在使用时是否中立。两个条款适用标准的趋同，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意味着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理

论基础开始整合统一。
中立性首先意味着国家放弃了自己的道德立场。在 1962 年的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 ( Engel

v. Vitale) 中，最高法院宣布: “当政府以其权力、信誉和财政支持一个特定的宗教信仰的时候，

显然是要通过间接的强制性压力迫使宗教少数集团遵从官方认可的主导性宗教。”② 政府不能支

持、不能表达特定的宗教观念，换句话说，政府不需要有道德基础。法律不再被视为共同实现更

高渴求和命运的指示和见证。宪法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人们建立国家的契约，契约本身是神圣

的，并不需要特定的道德来证明它的神圣性。因此，也不需要从特定的价值和道德基础来理解修

正案第一款。在宗教事务上，宪法和法律是保持中立的。一切信仰，包括宗教和非宗教信仰，都

是个人的私事。国家和社会慢慢放弃了建立一种 “关于人性、人类命运和人类知识来源及局限

的基本信念基础上的公共哲学”的雄心。③

伯尔曼对这种状况极其担忧，他认为这会削弱社会链接的纽带:

正是这种对宗教自由宪法保障的根本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削弱了宗教自由的基础。一方

面，自我崇拜逐渐成为我们的主要信仰，其危险在于让我们有可能真的变成这样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由陌生人组成……他们各怀信仰，本无社会纽带联结，对历史记忆及未来展望

也缺少共鸣’。自我崇拜已经开始形成影响，它把与传统宗教有关的一切逐步从公共教育和

公共话语中清除，并逐步代之以自己的谵言妄语和成事仪规，代之以自己的道德信仰体系。
由此危险便随之而来，这一新的世俗宗教必将使其他所有宗教均屈从于它，恰恰就将其所诉

的这种损害加之于其他宗教。④

但若细究，伯尔曼哀叹的是宗教的衰落，不能看作是对修正案第一款司法实践的批评。我们从中

不难窥到禁止设立国教条款和宗教自由实践条款适用的法理基础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与依赖于宗

教特殊价值的传统洛克式思维不同的是，宗教逐步被逐出政府的视野。宗教不再被视为具有特殊

价值的时候，人们逐步认识到宗教之所以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盖在于宗教的本质是人的信仰。
归根到底，宗教自由的价值基础是人的自主性，也就是人的良心自由。桑德尔这样评价这一

转换:

自愿论的中立理由并没有把宗教自由系于这样的偶然性之上。在确认对人的尊重的概念

中，它唤起了良心自由的理想。通过强调个人选择信仰的权利，自愿论的中立理由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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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指向了“更广阔视野”的自主权利，包括“隐私与人格的权利”。①
宗教并非国家必须的道德基础，也并非其应该完成的高尚目标。这样的命题逼近了宗教自由

向个人信仰自由的转化。中立性解放了国家的立场，使得国家放下道德基础的包袱; 同时，它也

为个人和宗教关系的重新定位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当宗教从国家的怀抱跌落，就只能被看作是

个人的道德选择，这种视角下，个人与宗教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

五、信仰自由的初步确立: 宗教的个人化

国家放弃其宗教立场，客观上促进宗教的个人化。在 20 世纪之前，美国尚可以基督教国家

自居，但 20 世纪以后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如今的美国成了多元宗教的国家，教派林立，各个

教派不仅包括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团体，这些团体往往拥有

各种特殊的信仰，有时候虽然不属于有神论的范畴，但他们也具备宗教的许多特征和功能。社会

不再具有共同的宗教基础，相反越来越趋于个人化。“对于这些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信仰体系，人

们大多主要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生活兼及社会责任、公共责任或者公民责任的角度

来阐释。”② 宗教日益变成是信徒与上帝之间个人关系上的事。虽然敬拜仍集体进行，教会继续

在个人生活以及会众之间的人际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起做礼拜的人偶尔的聚会，对于

解决社会需求，贡献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司法也随之承认宗教与国家无关，宗教属于个人选择的事物，但这究竟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法官们不无踌躇。阿宾顿学区诉申普案 ( 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 中，克拉克法官

( Thomas Campbell Clark ) 在接受了中立性和个人自主的立场后，仍然忍不住给予宗教以特殊的

对待。克拉克法官承认中立性的立场。他认为，“在人与宗教的关系当中，政府应当坚守中立的

位置”。国家“必须带着世俗的立法目的，既不促进也不抑制宗教的发展。”③ 克拉克法官同样

从个人自主的角度来认识自由实践条款。克拉克法官认为，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保护不是绝对

的。该条款应该和自由实践条款相结合相平衡。自由实践条款认为宗教训诫、教导和仪式具有重

要的价值，因此每个人应该享有追求这种价值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意想的方式去追求不受政府

的强制。但有意思的是，在判决书的最后，克拉克大法官这样断言: “宗教信仰在我们的社会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④克拉克在其著作中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缺乏对不同宗教的比较或对宗教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宗教与文明进步关系

的学习，一个人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当然也可以说，就其文学和历史内容而言，圣经同样值

得研究。而且我们并不认为，将学习圣经或宗教纯粹地作为世俗教育的一部分会违背第一修

正案。⑤
克拉克法官注意到，宗教对个人良心完整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因此，他希望国家能够为个

人提供帮助。他在坚持中立性和个人自主的基础上，他开出的药方是政教调和，鼓励公立学校开

设宗教课程。心存政教结合的残绪，这说明了克拉克法官还没有完全将国家、宗教和个人的关系

梳理清楚。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最高法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尝试将宗教作为文化传统和个人信仰进行了

区分。宗教作为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应该得到尊重，这并不会构成设立国教。但只有将作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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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宗教剥离，宗教作为个人信仰的属性才更加清晰。这样才能合理地安排宗教和国家、宗教

和个人的关系。
在 80 年代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得以将宗教的传统层面提炼出来。在林奇诉唐纳利案

( Lynch v. Donnelly) 中，首席大法官伯格 ( Warren Earl Burger) 认为地方法院基于耶稣降生景象

具有宗教意义，而认为市政府陈设不具有世俗目的的裁定是错误的。伯格认为陈设的图案是用来

说明圣诞节的由来，具有世俗教育的目的。并且 “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政府将耶稣降生景象

的摆设包括在‘圣诞装饰’中是有意或暗中致力于支持某一特定宗教信息。”① 奥康纳大法官

( Flannery O'Connor) 在附和意见中写到:

政府在特定场合展出这幅画的行为，不是宣传也不是 “承认”某一宗教，类似的行为

诸如在马什案中判定为合法的那种议会祈祷，政府把感恩节规定为公共节日，把 “我们崇

拜上帝”印在硬币上，法庭开庭时会说“上帝保佑美国和法庭”。政府的这些行为，仅仅是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允许的方式，在隆重的场合实现合法的世俗目的，例如表达对未来的信

心，鼓励和赞扬社会中值得珍视的东西。基于上述原因，也出于其历史性和普遍性，从这些

行为中不能得出政府扶持特定宗教信仰的结论。②

正确地对待宗教作为历史存在，更能帮助人们认识宗教的个人属性。宗教作为信仰，本质是

个人的选择，但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有些宗教的习俗已经沉淀为国家历史传统。国家不可能为

着中立的立场，完全摆脱这些传统。事实上，传统也非个人所可以自由选择，它们往往是个人道

德观念和良心信仰发展的源头，每个人都在一定的传统下成长。为此，保护这些传统并非保护宗

教，而是保护个人良心自由的社会基础。
分清了宗教的传统层面，才能够更好保护个人宗教选择。虽然 1971 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

( Lemon v. Kurtzman) 后，政府对宗教学校的帮助或者合作的绝大多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但

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趋势已然改变。最高法院开始支持一些政府项目，允许宗教学校的学生及

其家长获得一般福利。这些案件的法理在于: 这些项目虽有可能构成政府对宗教教育的间接资

助，也必须保护学生和家长去宗教学校学习的选择权。过于强调分离理论，会侵害这些当事人选

择宗教教育的良心自由，也会侵害他们基于自己所做选择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在 1983 年缪勒

诉艾伦案 ( Mueller v. Allen) 中，明尼苏达州的一部法律允许就读私立学校学生的家长可以享受

支付学费、交通费和课本费的税收减免。该州私立学校的学生有 95% 在宗教学校就读。因此有

纳税人认为该项法律违反了禁止设立国教条款。对此，伦奎斯特法官 ( William Ｒehnquist) 认

为，“本法律之所以构成州政府对宗教学校的援助，那是作为众多适龄入学儿童的家长私人选择

的结果，所以该法案并不违反宪法。”③ 在 1986 年 威特斯诉华盛顿州盲人服务中心案 ( Witters
v.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 中，有争议的是一项资助盲人进行特殊教育和

职业、商业或交易培训的项目。维斯特职业选择是基督教牧师被拒绝了申请。但最高法院认为维

斯特的要求是合宪的，其实质的理由认为在本案中是个人而非政府决定用这笔资助接受宗教教

育。④ 1993 年左布列斯诉卡塔利娜山麓学区案 ( Zobrest v. Catalina Foothills School District) 中，联

邦和州残障法都要求为听力障碍学生提供手语翻译，陪同他或她上课。最高法院认为，为天主教中

学的学生提供这种服务并不违反宪法。该法案是一个中立的政府项目，所援助的对象不是学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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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残疾儿童。如果一个残疾儿童选择去宗教学校上学，宪法并不禁止给他提供手语翻译。①
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兼容了禁止设立国教条款和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判决承认中立性原

则，国家不能够资助宗教，但国家中立的界限在哪里? 国家不能侵犯公民个人的自主选择，只要

凭着公民身份平等地拿到国家的资助，以之从事宗教活动则属于个人宗教自由的范畴。在这个意

义上，第一修正案的两个条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新的基础上实现再一次的融合。这种融合的

前提是正确认识宗教。宗教本质的是个人的信仰，因此，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价值基础在于自由

实践条款，宗教自由实践核心地体现为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自主选择。
当宗教的特殊价值被排除在外，则信仰自由的声音自然而然接近。1985 年华莱士诉杰弗里

案 ( Wallace v. Jaffree) 审议了一项要求公立学校留有静默时间的法律。亚拉巴马州的这项法规

并没有确定任何特定宗教，也没有坚持要求个人祈祷，只要求留下一分钟的静默时间。但大法官

斯蒂文斯 ( John Paul Stevens) 代表最高法院所撰写的陈述中，对中立性的自愿论基础做了最好

的说明。他说到:

选择个人自己信仰教义的个人自由，对应于避免必须接受由多数人确立的教义的权

利……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裁定，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个人的良心自由，支持选择任何宗教信

仰或者一个也不选择的自由。这一裁决的根据不仅来自尊重个人良心自由的旨趣，而且来自

于这一信念，值得尊重的宗教信仰是由信徒自由且自愿选择的结果。②

六、信仰自由的基础: 个人自主

我们可以用德沃金的两个概念来概括美国宗教自由的变迁: 宽容的宗教社会和宽容的世俗国

家。他说，宽容的宗教社会在言论和经济上支持宗教，国家持有国教或者公共信念，但也承诺为

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提供保护。“在一个宽容的宗教社会，教师带领学生祈祷在原则上不会遭到禁

止。当然这样的祈祷必须设计得尽可能具有普遍性。”而宽容的世俗国家，则会认为公立学校的任

何宗教活动原则上都是错误的。在宽容的宗教社会，同性恋可能会因为被认为是违反上帝的意志而

受到惩罚。宽容的世俗社会不能接受对信教自由之基础做狭窄的解释。作为一个共同体，它无法将

任何特殊的价值依托于宗教。“它深知在其成员中，很多人十分重视他们选择自己的宗教承诺和生

活的自由，而且当然它极希望尊重这个信念。”③ 在德沃金看来，宽容的宗教社会对宗教活动的保

护比较狭隘，其基础建立在宗教的特殊性之上。如果要将宗教信仰自由扩展到其他的信仰，就需

要更普遍的自由权利理论作为辩护。德沃金认为这个基础就是人性尊严中的个人责任原则:

主张每个人都对实现自我生命的成功负有特殊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运用其判断力，对关

于何种生活对他是成功的进行判断。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人有权将那些个人价值规定给

他，或在未经其认可的情况下强加于他。他可以接受特定宗教传统中既定的判断，或委托给

宗教领袖的经文，或实际上的世俗道德和伦理道德的判断。但是那种顺从必须是他自己的决

定; 必须反映他自己的，关于如何解脱其对生命的独立责任的深层次判断。④
德沃金两种社会模式的概念实质上反映美国从宗教自由到良心自由的保护历程。德沃金很好

地把握了宗教自由变迁的背后是价值基础的变化。宽容的宗教国家把宗教视为立国之基础; 而宽

容的世俗国家则将个人的尊严和自主奉为最高价值。虽然在德沃金看来，在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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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宗教社会，也就是说美国当前仍然更侧重于保护宗教自由而非个人的信仰自由。但事实

上，前述司法判例已经开启了这种转变，当前司法裁判更多基于信仰自由的法理，而非宗教自由

的法理。所需要探讨的是，除了法理基础的变化之外，宗教自由的外延有何变化。
宗教自由外延的拓展，固然受限于 “宗教的自由实践”的词汇，但中立性的法理也为其提

供拓展的空间，因为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去裁判何为宗教;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保护也不少出现

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之中。
1944 年，美国诉巴拉德案 ( United States v. Ballard) 中，最高法院采取了中立性的立场，在

判决中这样说到: “法律不知道何谓异端邪说，法律不支持某种教义，也不确认任何教派。”“我

们的宪法传统并不审查异端。人们可以信任其所不能证明的事情，无需为其宗教教条和信仰提供

证据。对某人而言真确异常的宗教体验，他人未必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信仰超越了道德的范围

也不意味着该受到法律的质疑。”① 法院认为，宗教信仰的事实不受严格审查，虽然法院可以裁

断被告信仰的真实性。法院的中立性立场无疑为信仰自由的保护开了一扇窗，多神论或者其他非

基督的宗教可能因此纳入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畴。
在这之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仍局限于有神论宗教。但美国诉西格案 ( States v. Seeger)

则把宗教的范围扩展至 “最高之存在 ( Supreme Being) ”。在该案中，西格申请免服兵役，其理

由在于: 其虔诚地相信善行和美德以及他对于伦理信条和宗教的信仰。根据 1948 年联邦 《普遍

军事训练和服役法》的规定，“因宗教戒律和信仰的原因而认真地反对参加任何形式的战争”的

人，可以免受战斗训练和免服兵役。该法对“宗教戒律和信仰”下的定义是: “个人的信仰把他

对超自然神灵的义务看得高于人的关系而产生的义务，但本质上是政治的、社会学的或哲学的观

点或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准则不包括在内。”而在回答询问时，西格对上帝是否存在表示了怀疑。
征兵委员会因此认为他的申请不属于法律要求 “对上帝的信仰”而拒绝其免服兵役。在判断上

诉人的伦理信仰是否属于 “宗教”时，最高法院认为: 国会在立法时采用了 “最高之存在”这

一措辞，而未采用“上帝”这一措辞，其原因乃是意在将所有宗教包含在内并将本质上属于政

治的、社会学的或哲学上的观点排除在外。但最高法院随后提出了认定一个基于良心的反战抗议

者，即使其对上帝存在有所怀疑，但自我信仰并献身于美德及纯粹基于伦理信条的宗教信念。这

样看来，诚挚 的 道 德 信 念 也 可 能 成 为 可 豁 免 兵 役 的 宗 教 信 仰。② 威 尔 士 诉 美 国 案 ( Welsh
v. United States) 进一步发展了西格尔案所确立的标准。在该案的相对多数意见当中，布莱克大

法官表示: 在判断某种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信仰之时，其关键之所在乃是判断这些信仰在一个人的

生活当中是否扮演着与宗教相同的角色。通过适用西格尔标准，相对多数意见明确地将伦理与道

德纳入“宗教”之意旨范围内。布莱克大法官写道:

如果一个人深刻且虔诚持守的信仰就其渊源与内容来说虽属伦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

但这种信仰却为他施加了良心上的义务，驱使他在任何时候都避免参与任何形式的战争，则

这些信仰理所当然与传统的 “上帝一样”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③
但将宗教自由扩展到伦理道德信仰，明显远远超出了宪法文本 “宗教”一词的容纳范围。

最高法院不久开始惊醒相应过正。
在 1972 年的威斯康辛州诉约德案 ( Wisconsin v. Yoder) 案，最高法院针对阿米什人的生活方

式，这样分析到:

如果阿米什人提出的主张是源自其主观方面的评价并且排斥多数人所接受的当代世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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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即如同梭罗排斥其所处之时代的社会价值并自我放逐于瓦尔登湖那样的话，他们的主张

便不是立基于宗教之原因。梭罗的选择是哲学意义上的，并且是个人的而非宗教的，这种信

仰并没有上升到符合宗教条款之要求的高度。①
最后，最高法院认为阿米什人崇奉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拒绝按照州 《强制就学法》的要

求支持子女完成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这种伦理观念并非是个人哲学上的选择，因此可以纳入宗

教自由的保护范畴。简言之，最高法院将对伦理与道德的保护纳入宗教信仰自由之保护体系，但

拒绝保护“个人哲学上的选择”。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可以接纳信仰自由，但最高法院显然也感觉到

“宗教”一词的局限性，过分扩张适用难免违背字面词义太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模式相对

德国模式的缺陷。当现代社会已经从信仰自由的角度来认识宗教自由，修宪确实是最好的方式。
美国现行宪法尴尬的地方在于法官往往认识到非宗教的良心信仰也应该受到保护，但拘于宪法文

本他们又不便于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始终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徘徊。
20 世纪后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另外一种趋势值得注意。在这类案件中，最高法院直接从自

由权的核心出发，要求尊重和保护个人对关系自己生命核心价值的事项进行自主选择的权利。作

为其源头的是罗伊诉韦德案 ( Ｒoe v. Wade) ，最高法院在 1973 年以 7 ∶ 2 的多数意见裁定: 德州

刑法禁止堕胎的规定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妇女的选择权，侵犯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

保护的个人自由。东南宾夕法尼亚州诉凯西案 (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a. v. Casey)

案中，法院在再次确认了罗伊案的判决。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说，自由权的核心，“是确定个体自

己关于存在的概念，意义的概念，宇宙的概念和人格的概念的权利。”② 此类事务的观念构成了

人格的标志。判决中认为，堕胎便是这种性质的决定。因而根据自由的要求，在胎儿具有生存能

力之前，关于堕胎的最后决定必须留给孕妇和她的医生。
最高法院在其后的一项重要案例，即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 ( Lawrence v. Texas) 中认为旨

在使所有同性鸡奸构成犯罪的法律也是违宪的，认为性取向和性活动也是一种伦理价值之事而非

价值的某种其他形式。正统的宗教信仰都属于这一范畴，人们关于他们生活中的爱、亲密以及性

所扮演的角色和取向的信念也属于这一范畴。这些信仰和承诺使人们之间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交往

关系的意义与格调定型化; 他们来自于他们关于人之生命特性和价值的最根本的哲学信念，并反

哺于这种信念。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这样说到:

这些事物，涉及到一个人在生命中最内在最个人化的选择。这些选择是人的尊严和自主

的核心，是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保护的核心自由。自由的核心要义就是每个人自行定义生

命、意义、宇宙和生命的秘密。关于这些事物的信仰如果受到国家的强制，人们就被剥夺了

自己的人格 ( personhood) 。③
直逼到自由权的核心，也就是个人的自主和尊严，实质上就是信仰自由法理的确认。启蒙时

代以来形成的认识是，个人的道德自主是自由的基础，而这种道德自主集中地体现在个人道德观

念的形成能力及其内容。
如果说之前的判例中，最高法院还着力于宗教自由的解释和扩张，在韦德案和劳伦斯案中，

美国法院显然绕过了“宗教”词义的限制，没有拘泥于词义，直接逼近信仰自由的核心，即人

的道德和伦理自主。如此看来，宗教自由似乎从内外两个方面超越和解构自己，朝向一种以德沃

金所称的伦理自主为核心内容的宗教自由。在这种宗教自由中，宗教获得了崭新也是更抽象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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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德沃金称为“没有上帝的宗教”，“即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且不可逃避的道德责任，这种

责任要求人们获得幸福。它属于信徒和无神论者所共有的一种宗教态度。”①
但需要注意的是，宗教自由的内外两种趋势是否会最终合流还值得考虑。在韦德案和劳伦斯

案中，最高法院是以修正案第十四条为依据，而非如德沃金所论证的以修正案第一条为依据。②
最高法院似乎更倾向于提出一种个人自主权，而非信仰自主权。个人自主权和信仰自由毕竟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前者更侧重考虑某一事项对个人的重要性，是否属于个人生命意义的关键部分;

后者则直接寻找当事人是否存在着某种良心信仰。前者更强调国家不能干涉个人的自主领域，并

因此成为隐私权的法理依据; 而后者认为国家除了尊重个人信仰之外，在不违背中立性立场的前

提下还应予以提供帮助。个人自主权和信仰自由两者较多重叠交叉，但不能说两者是一致的，前

者毕竟是建立在修正案第十四条演绎的基础上，其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七、结 语

美国宪法宗教自由判例的变迁实质是宗教自由理论基础的改变，这种改变降低了宗教本身的

重要性，缓解了宗教对人的奴役。但其中也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探讨。比如宗教自由是否要求国家

持有绝对的中立地位，国家能否放弃自身的道德立场? 如何放弃这一立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

都将持续引起巨大的争论。另外，如果将宗教自由直接等同于个人自主，是否存在泛化理解权利

的危险; 尤其一个更接近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果取法于此，是否反而取消宗教自由作为一项宪法权

利的独特内涵? 不同国家不同的法律传统及其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在此处仍然应该得到强调。以

我国的法律思维、隐私权和宗教自由作为并列的权利显然应该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一点大

大有异于美国判例的思维方式。

(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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