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卷 第 3期 海峡人文学刊 Vol. 1, No.3
（2021年 9月） Journal of Humanities across the Straits （Sep. 2021）

124

“辅导”与“合作”
——台湾、香港地区社会宗教治理现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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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尝试比较归纳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宗教治理模式、特色和改革，分析台湾“宗教团体法”、香港

慈善立法咨询中宗教因素以及《华人庙宇条例》修例讨论等，归纳台湾、香港地区社会宗教治理的传统、结构和趋

向，思考宗教治理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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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治理，既包括宗教团体的内部治理，也包括社会框架中的宗教团体的治理。
①
我国的台湾、香

港地区社会背景、制度、政治环境各有不同，其社会框架中的宗教治理既有相似模式，亦有各自特色，

近年都积极推动“宗教立法”和相关修例改革。鉴于学术界对台湾、香港宗教治理近期变化缺乏梳理，

对两地宗教治理比较仍是空白，本文拟归纳台湾、香港地区社会框架中的宗教治理模式、特点和改革，

剖析其内在结构和规律，为探索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台湾、香港地区社会宗教治理模式的比较

（一）台湾社会宗教治理的“辅导模式”

据台湾当局分类，其宗教团体分为世界性宗教（佛、道、天、基、回、东正教等）；可考证之创

教年代达 50 年以上，源自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之宗教（三一教、理教、一贯道、先天救教、天德圣

教、轩辕教）；可考证之创教年代达 50 年以上，源自世界各地宗教（摩门教、天理教、巴哈伊教、

统一教、山达基教、真光教团）；在台湾地区组织发展达一定规模之宗教（天帝教、弥勒大道、天道、

亥子道宗教、玄门真宗等）等四类
②
。据统计，2018 年在台湾当局登记的寺庙教堂数共 15145 间，

其中寺庙数 12306 间，教堂 2839 间。
③
此外尚有 61 间祭祀公业和 18 间神明会。

④
2013 年据台媒报

道，台湾地区 6 家银行发行宗教认同信用卡，抽取签账金额作为善款捐给宗教团体，仅中信银和慈

济基金会合发的慈济莲花卡，自 1993 年发卡后到 2013 年累计发卡 30 万张，累计募集善款 4.5 亿新

① 金泽：《如何理解宗教治理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② https://www.moi.gov.tw/dca/02faith_001.aspx，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③ https://religion.moi.gov.tw/Home/ContentDetail?ci=1&cid=Report，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④ https://www.moi.gov.tw/dca/02sacrifices_001.aspx，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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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币。
①

据台湾地区学者归纳，宗教治理分三层：第一层为所谓“核心内宗教行为”，是宗教团体基于宗教的

目的所从事的相关信仰行为，行政机关以尊重为主，甚少干预。其次为“次核心宗教行为”，它属于宗教

团体基于宗教的本质与目的所从事的一般世俗行为，行政机关主要是对之辅导及协助。第三层为“核心外

宗教行为”，它属于宗教团体基于一般社会目的，所从事的一般世俗行为，行政机关对之监督及管理，要

求宗教人士遵守相关规定，涉及财税、医疗、教育、文化、慈善、环保、产业、农业、消防、土地、建筑、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相关之专业规定，应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进行监督、规范与违法处置。
②

1.“法令”层面的辅导。台湾当局关于宗教事务社会治理的有关规定，沿袭国民党当局在大陆

统治期间制定实施的条例及台湾当局相关规定，包括 1929 年《监督寺庙条例》、1936 年《寺庙登记

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1929 年《民法》关于财团法人的相关规定以及 1989 年台湾当局颁布的所

谓“人民团体法”。台湾宗教团体组织形态分三类：一是寺庙。即监督寺庙、寺庙登记及办理寺庙登

记等规定下的权利义务主体，主要是向寺庙所在地民政局、处办理登记，以道教为主（9097 间）、

佛教次之（2139 间）。二是社团法人。依据所谓“人民团体法”，以会员个人为组织成员向主管机关

登记成立，由台湾当局内政部门、各县市社会局或社会处管理。三是根据所谓“民法”或“财团法

人法”设立的财团法人组织。台湾当局定期编印“宗教法令汇编”，包括“主要法令、基本法令、不

动产相关法令、财税相关法令、教育相关法令、宗教交流相关法令、其它（包括宗教从事公益事业、

设立宗教咨询委员会和相关殡葬活动的行政命令）、寺庙解释函令、财团法人解释函令”等 9 部分，

以供宗教团体参照。

2.“政令”层面的辅导。台湾当局设有专门的宗教行政部门，1994 年台湾当局“考试院”举办

高普考（公务员招考）时宗教行政科一度被简并，2007 年再度复考，以招收宗教行政专才。
③
台湾

当局内政部门所属“民政司”下设“宗教辅导科”“基层建设科”“自治事业科”等，职司宗教政策、

团体登记、祭祀公业和神明会。
④

表 1 台湾地区宗教行政部门职能一览表

行政部门 具体业务

“宗教辅导科”

1.关于宗教政策之规划事项；2.关于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之设置运作事项；3.关于宗

教团体兴办公益慈善及社会教化事业辅导、奖励事项；4.关于绩优宗教人士表扬及奖励事

项；5.关于两岸宗教交流国际性宗教活动及会议之辅导事项；6.关于宗教社团目的事业之

辅导事项；7.关于宗教文化创意发展及宗教活动之辅导事项；8.关于宗教信息网及台湾宗

教文化地图网管理与维护事项；9.关于宗教团体设立宗教研修学院之辅导事项；10.关于

外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研修宗教教义事项；11.关于辅导宗教团体发展及促进宗教融合补助

事项

“自治事业科”

1.关于“宗教团体法”研拟制（订）定事项；2.关于寺庙辅导政策之规划事项；3.关

于寺庙规定制（订）定及解释事项；4.关于寺庙登记辅导事项；5.关于寺庙土地、建物申

请合法化政策规划与机关间协调事项；6.关于宗教团体申请山坡地开发建筑免受十公顷限

制案件辅导事项；7.关于宗教团体申请变更编定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事项；8.关于未立案宗

教场所辅导事项；9.关于神明会规定解释事项

① 黄宗渊：《宗教卡够力 20 年捐出 4.5 亿》，《中国时报》，2013 年 3 月 27 日。

② 黄丽馨：《台湾宗教“政策”与“法制”之评估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64-67 页。转引自张家麟：《政教关系与宗教“法制”：论台湾“宗教团体法草案”的形成与影响》，《宗教哲学》

第 55 期，2011 年 3 月。

③ 郑志明：《台湾宗教组织与行政》，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第 31 页。

④ https://www.moi.gov.tw/dca/01family_004.aspx，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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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政部门 具体业务

“基层建设科”

1.关于祭祀公业之规定制（订）定及解释事项；2.关于宗教财团法人之许可及辅导事

项；3.关于公共财产赠与宗教财团法人之审查转报事项；4.关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

团体免纳所得税之审查转报事项；5.关于宗教性公益信托之辅导事项

根据台湾当局地方制度有关规定，“院辖市”民政部门、各县（市）民政部门等作为各级宗教事

务主管机关，也可受理宗教团体（宗教性财团法人、寺庙）登记或立案，监督宗教团体人事、财务

与组织运作符合其规定为主要工作，包括避免宗教团体资产流于私人所有或被不当运用，鼓励宗教

团体善用大众捐资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等。

3.社会层面的辅导。2000年台湾当局内政部门颁布《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设置要点》，“维护宗教信仰

自由及宗教平等，提供有关宗教事务通盘性咨询意见，协助解决宗教团体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工作”，设委员37至45人，该部门政务官任召集人，其余委员由宗教团体代表、宗教专家学者等聘任，

执行秘书、干事由该部门“民政司”人员兼任，每半年开会1次，决议事项送交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参酌实

行。各县市亦陆续设立“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新北市2015年提出“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设置要点”，

声明“辅导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协助解决宗教事务（含神明会及祭祀公业）争议案件，并鼓励宗教团体积

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地方首长兼主任委员”。台湾当局内政部门2007年起资助台湾中华佛寺协会每年举

办“寺务管理与发展研习”，由行政、法务和宗教人士讲解各项寺务行政管理，举办至今。1994年开始，

台湾当局内政部门推出“兴办社会公益事务绩优宗教团体作业要点”，推出“好人好神运动”，评比公布“绩

优宗教团体”“绩优外籍宗教人士”，鼓励宗教服务社会。2011年获得优等的78个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

会当中，具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有27个，占35％。
①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宗教治理的“合作模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宗教包括华人民间信仰和佛教、道教、孔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

度教、锡克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祆教等。30 万个伊斯兰教信徒中，4 万余个是华人，另有 15 万

个印度尼西亚人、3万个巴基斯坦籍
②
。下表是 2018 年部分宗教情况。

表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宗教情况表

类别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信徒数 100 万 100 万 50 万 38.9 万 30 万

场所 400 余间 300 余间 1500 余所 97 间 5间

1.和特区政府的伙伴关系。香港宗教治理中强调合作和伙伴关系，特区政府没有专责处理宗教

事务部门，民政事务局在宗教事务上仅担当协调的角色，不为宗教团体进行注册登记。
③
1987 年基

本法咨询委员会通过的《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宗教问题最后报告》，既提出“九七年后，香港政府应

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所有宗教”，又强调“香港现时没有一套明文的宗教政策，但容许一般人有实

践宗教的自由，这种情况应保留”
④
。由此可见，特区政府和宗教团体间的伙伴关系缘自回归前。目

前与宗教直接相关的约 50 余项香港法例，多数为所谓的法团条例，其中基督教相关条例 29 项，天

① http://mag.shechuang.org/magazine/338.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7 月 21 日。

② 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年报·宗教与风俗》，2018 年，第 305-309 页。

③《立法会十六题：政府对宗教团体的支持》，2012 年 6 月 27 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06/27/P201206270404.htm。

④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宗教问题最后报告》，1987 年 6 月 12 日，第 4 页。

http://mag.shechuang.org/magazine/338.html，访问时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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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会相关条例 18 项，包括 1885 年《罗马天主教会香港教区主教法团条例》、1886 年《道明会法

团条例》、1891 年《伦敦传道会法团条例》、1912 年《中华基督教公理堂条例》、1948 年《香港华人

基督教联会法团条例》、1949 年《中华便以利会法团条例》，条例详细规定特定法团成立、财产管用、

会友构成、宗教仪式甚至会籍管理等事项，如 1939 年通过的《九龙佑宁堂条例》规定“九龙佑宁堂

的宗教仪式须按照上述佑宁堂的章程予以规管和进行，其方式须能在公开崇拜中及在灵性交流和宗

教仪式中提供一种属所有基督徒的权利和习惯的团契。”港英行政局 1981 年 5 月通过决议，同意基

督教、天主教教会在新市镇开办认可的社会服务，可获免地价将其中一层用作宗教聚会用途。同时，

教会又可在不妨碍学校或社区中心正常运作下，使用其地方作宗教用途。
①
回归前夕，香港立法机构

通过多个基督教宗派、天主教团体的“法团条例”。

华人庙宇信仰有关的法例有 2 项，包括《华人庙宇条例》和《文武庙条例》，同样是港英当局笼

络华人精英参与社会治理的产物。1908 年制定的《文武庙条例》，将文武庙庙产经营权和收入使用

权交给东华医院（华人慈善机构）管理，确保文武庙的庙产权益，同时增加华人慈善事业的财政来

源，取之善信，用之于社会。1928 年，港英当局将此办法沿用至港九地区其它产权混乱的庙宇，制

定《华人庙宇条例》，成立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任主席、东华三院董事局当值

主席任副主席，另外 6 名董事通常由孔教学院、道联会代表充任，被授予监察、管理和接收所有华

人庙宇的权力。在此条例下，华人民间信仰庙宇分作四类：一是公营庙宇，即所谓直辖庙宇，现有

24 间；二是团体庙宇，即委托东华三院等慈善机构代为管理，现有 19 间；三是私人注册的庙宇，

现有 347 间；四是为免被纳入华人庙宇管理委员的管理范围，选择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道场。现有 600

余间华人庙宇，约 350 间根据《华人庙宇条例》注册，其中 25 间由华人庙宇委员会直接管理，19

间由华人庙宇委员会委托其它机构代管，余下 300 间由不同宗教团体管理。华人庙宇委员会下设华

人庙宇基金和华人慈善基金，前者由 24 间直辖庙宇提供，每年公开接受申请，用作庙宇维修及进行

传统仪式，现约有 8.36 亿；后者来自庙宇基金的盈余，用作支付庙宇营运及赈灾等慈善用途。

2.和慈善的共生关系。香港司法采普通法，宗教本身即被视为慈善事业之一，“推广宗教”包括

有关馈赠，建造、装备、维修或修葺崇拜场所，提供合用的家具或装饰，利便宗教崇拜，及推广进

行与崇拜场所有关的纯属宗教性质工作，和济贫、促进教育等活动一样，均被定性为慈善事业。在

此背景下，宗教团体是香港慈善事业的重要持份者、合作者，约占香港慈善团体三成。2007 年 12

月，获认可的免税慈善组织共 5123 个，2006 至 2007 年度可扣除税款的慈善捐款达 60 亿港元，其

中推广宗教 1773 个，占 34.6%，近十余年，香港慈善组织增长迅速。2017 年，香港获税务局豁免税

项的慈善机构近九千个，较 2007 年增长一倍，平均每年新增 400 个慈善团体，其中宗教性慈善团体

亦随之迅速增加。2016 年，8923 间免税慈善机构中有 2480 间（28%）免税慈善机构以推广宗教的宗

旨而成立，若加上宗教团体兴办以其它目的申请的慈善机构，比例将会更大。2018 年，基督教所属

机构 1175 间，含 180 所中学、199 所小学、387 间幼教机构、35 所神学院、190 间出版社和书店、

53 间传媒影音或艺术单位，另经营 7 间医院、17 家诊所和 107 间社会福利机构。天主教教育事务处

下辖 249 所学校和幼稚园，在读学生达 15.064 万人。与此相比，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背景的慈善团体

举办社福机构较少，佛教团体兴办 28 所中小学和幼稚园，相关机构不过 100 家左右。
②
香港免税慈

①《港府正式通知基督教协进会，通过教会及牧师住宅用地新政策》，《基督教周报》第 889 期，1981 年 9 月

6 日。

②《香港年报》，2018 年，第 307-308 页。



海峡人文学刊 2021 年第 3 期

128

善团体网站“惠施网”2019 年数据，在年支出 1 亿港元以上的 17 个免税慈善团体中，基督教会创

办的有 4 间。
①
香港社会福利署所作的 2015 至 2016 年度财政预算中，该署预计下拨 170 个非政府

机构财政津贴约 120 亿港币，其中获拨助的宗教慈善公益组织有 98 个，占至总数七成。
②

二、台湾、香港地区社会宗教治理特点的比较

（一）治理主体多元

台湾、香港两地宗教团体的设立，沿用不同法规，形成的权利义务不相同，治理形式复杂。台

湾地区宗教团体除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外，亦可依所谓“民法”及内政部门订颁的“内政业务财团

法人监督准则”，以财团法人的形式设立社会福利暨慈善基金会；亦可以依“文教财团法人监督准则”

而成立文教基金会；可用社团法人的形式出现，依人民团体有关规定成立宗教人民团体，并依所谓

“民法”至各地方法院办理社团法人登记。
③
近 20 年来，台湾当局内政部门主管的宗教团体增加有

限，1998 年寺庙教堂数 12492 间，2018 年增至 15144 间。
④
但台湾当局统计的宗教性社会团体从 1989

年的 23 个增加至 2018 年的 1548 个，增长迅速。
⑤
一些宗教团体同时注册多个主体，如台湾慈济由

证严任董事长的财团法人共有 16 个，其中“财团法人佛教慈济功德会”是宗教性财团法人，资产初

估有 8.2 亿新台币，主管机关是内政部门；但“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社会福利财团法人，

主管机关是卫福部门，资产初估高达 388 亿新台币。
⑥
在香港，统筹宗教礼仪事务由民政事务局公民

事务科负责，宗教办学由教育统筹局主责，宗教社会福利事务则由劳工及社会福利局主责。香港申

请营办宗教设施，不需要领取牌照，但需民政事务专员批准，并符合有关土地契约。2017 年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施政愿景中提议：一是研究在民政事务局下设立“宗教事务小组”，专责统筹有

关政策；二是由小组检视与宗教用地相关的地价政策，及支持宗教文化发展等两项政纲。
⑦

（二）涉教规定古旧

台湾、香港两地宗教治理仍在沿用近百年前的相关管理规定。以慈善团体形态注册的香港宗教团

体仍沿用 17 世纪英国普通法关于慈善团体的规定。相关规定对中国传统宗教的规管明显较为严格。

1930 年民国政府颁布《监督寺庙条例》时，太虚法师已批评其专门针对华人佛、道及民间信仰。
⑧
香

港《华人庙宇条例》要求“任何华人庙宇均须设于自成一体及独立的建筑物内，而建筑物须是只为

该庙宇的目的而兴建和使用”；有关华人庙宇必须向民政事务局局长强制注册，否则不得予以设立或

维持；所有华人庙宇的收入等受华人庙宇委员会控制；管治华人庙宇收入运用；管理华人慈善基金

运作；处理司祝权授予等。若违反《华人庙宇条例》，在简易定罪下仅罚款一千元港币。台湾“大法

官释字第 573 号”在 2003 年指出所谓“监督寺庙条例”第 8 条“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

① http://www.wisegiving.org.hk/tc/donation/search/search.aspx#result，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②《慈善机构乱象频生，立法规管纳入正轨》，《明报》，2017 年 4 月 28 日。

③ 官有垣：《非营利组织在台湾的发展：兼论“政府”对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法令规范”》，《中国行政评论》2000 年

第 1 期。

④ https://religion.moi.gov.tw/Home/ContentDetail?ci=1&cid=Report，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⑤ 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tatistics_data!statisticsdata.action，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⑥ 吕秋远：《台湾苹果日报·即时论坛》，2018 年 7 月 6 日。

⑦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edia/my/2017/02/，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⑧ 印顺文教基金会：《评“监督寺庙条例”》，见《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篇《“制议”之僧教会》，中华佛典宝库，2008

年 2 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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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违反明确性、比例原则、宗教自由及平等原则，

明确不予执行。相关规定在当代台湾、香港地区均较难有效执行。2017 年香港有 250 余间没有注册

的私营庙宇，占 600 余间庙宇近四成。2010 年全台未登记的寺庙宫观 13000 座，比同年登记在案的

寺庙 11700 座还多。
①
2015 年新北市宫庙神坛约 3200 家，仅 958 家登记在案。

②
2016 年，基隆市民

政部门指出，全市各类已登记或注册的寺庙教堂 330 家，未登记者 235 家。
③
此外，现有规定难以处

理新出现的宗教团体土地用途更改的问题。一是宗教团体违规占用农地，擅自变更为寺庙用途的案

例较多。
④
二是违反用地功能，宗教用地改为商业发展。三是违反地契规定，兴办都市道场问题，如寺

庙、道院或教会进驻工业大厦
⑤
。2017 年，香港特区审计署“质疑华人庙宇委员会规管不力，个别庙

宇管理问题拖拉 10年仍未解决，部分受管庙宇没有提交帐目和行政报告，帐目不清楚。”
⑥

（三）社服合作复杂

台湾、香港宗教团体是社会服务的参与者、合作者。2017 年，香港 480 间幼儿园（48%）、314

间小学（62%）和 269 间中学（60%）的办学团体有宗教背景。
⑦
2018 年台湾宗教团体举办医院诊所

44 间，大学等文教机构 660 间，养老院公益慈善机构 330 间。
⑧
宗教团体经营殡葬事业引发行政部

门和宗教团体的博弈
⑨
。2002 年台湾当局颁行的所谓“殡葬管理条例”第 72 条规定：“寺庙或非营

利法人设立五年以上的公墓、骨灰存放设施得继续使用，但应于两年内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依此规

定，全台湾各地附设纳骨塔设施的寺庙于 2005 年 7 月届满，不得再提供民众安置骨灰。台湾地区中

华佛寺协会联合各佛教团体对“立法”机构及行政部门反复表达意见，要求既有的佛教团体纳骨塔

设施可继续合法使用。2010 年台湾地区宗教团体附设纳骨塔近 500 座，多以收取功德金、香油钱的

方式运作⑩。2011 年台湾当局立法机构通过所谓“殡葬管理条例修正案”规定，设置私立殡葬设施

者，以法人或寺院、宫庙、教会为限；“条例”施行前寺院、宫庙及教会附设之公墓、骨灰（骸）存

放设施及火化设施已满十年者得继续使用，其有损坏者，得于原地原规模修建，最终满足了宗教团

体的要求。香港回归祖国后，华人庙宇数量不断增加，少数涉违例经营私营骨灰龛问题。2017 年 6

月 30 日，香港生效实行的《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对条例生效前设置的宗教场所骨灰安置作出规定，

明确可申请豁免及领取牌照，但因庙宇未全面注册，仍存在无牌庙宇辟建龛场营利现象。
⑪

三、台湾、香港地区社会宗教治理改革的比较

（一）台湾社会“宗教立法”的尝试

1956 年台湾当局“立法”机构已提出所谓“宗教法草案”。1987 年“解严”后，台湾当局内政

部门委托宗教学者进行“宗教法研究”，包括委托台湾中山大学学者进行“宗教团体法”研究并草拟

①⑩《辅导寺庙合法化应有定则不能漫无节制》，《中华日报》，2010 年 12 月 4 日。

② 林金池：《2300 宫庙神坛违法》，《中国时报》，2015 年 4 月 18 日。

③《基隆未登记宫庙逾千，议员促加强管理》，《联合报》，2016 年 11 月 24 日。

④《辅导合法化百余寺庙完成土地变更》，《中华日报·南县新闻》，2010 年 12 月 2 日。

⑤《宗教设施须符地契及规划》，《太阳报》，2012 年 12 月 22 日。

⑥《庙宇要向善信负责，财政透明度须提高》，《明报》，2017 年 12 月 20 日。

⑦ www.hk01.com/ 2017/72626/剖析宗教界-01 百科-香港宗教势力比拼。访问时间：2019 年 12 月 13 日。

⑧ https://religion.moi.gov.tw/Home/ContentDetail?ci=1&cid=Report，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3 日。

⑨ 李顺德：《“殡葬条例”—善导寺等 450 座纳骨塔合法了》，《联合报》，2011 年 12 月 15 日；吴洁珊：《居民抗议极

乐寺僭建地库龛场》，《香港商报》，2012 年 6 月 5 日。

⑪《探射灯：无牌庙宇辟建龛场零检控》，《东方日报》，2017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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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宗教团体法”37 条，但未获当局接纳。1998 年，台湾当局内政部门提出所谓“宗教团体法草

案”并与宗教界协商。
①
2000 年台湾当局组织“宗教事务咨询委员会”，其中 6 名咨询委员组织“宗

教立法”小组，对内政部门提出的“草案”作了三次研究讨论，提出废除所谓“监督寺庙条例”、整

编所有相关规定、制定宗教团体相关规定等意见，由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交“立法”机构。所谓“宗

教团体法草案”旨在将政出多门的各项宗教管理规定综整成新的宗教团体规定，当作行政的根据。
②

具体设想：一是“立法”创设新的宗教法人，以便宗教法人的制度设计能够符合宗教团体的运作特

性，既解决长期以来宗教团体地位不明，不同宗教团体适用不同规定的状态，同时也试图借由“宗

教立法”探索新的法人形态的可能性。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向当局机关登记为寺庙教堂聚会所、宗教

社团法人或宗教财团法人，选择登记者就享有当局保护的宗教“特权”，也必须接受当局相对的要求。

至于选择不向当局登记者，则没有当局给予的宗教特权，但仍然可以在台湾地区自由宣教，从事各

种宗教活动，享有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
③
二是根据现状上宗教团体“寺庙、布教会所和教堂”“宗

教社会团体、宗教联合团体”及“宗教基金会”等存在形态，移植现有规定，如有关宗教社会团体

的发起和成立，大体上都是按照所谓“人民团体法”的现行规定移植到所谓“宗教团体法草案”，并

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度放宽；寺庙、布教会所和教堂等采取登记制；宗教社会团体和宗教基金会采取

许可制，完成登记或许可设立的宗教团体则明定为非营利法人便于宗教团体取得各种税法上的优惠，

争取尽量符合现状、减少重新登记的困扰。

虽然台湾当局希望实现“宗教立法”，但截至目前，“草案”已五次进出“立法”机构，至多只

完成初审，会期一到即遭退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宗教团体的具体利益及选举政治的影响，包括收

入免缴税、用地免税、建筑不受建管规定限制，担心财务透明影响捐款意愿，许多宗教团体和政治

力量关系密切，借由各种管道游说，盼法案于己有利。
④
各政党选举期间常主动在宗教治理问题上端

出所谓政策利好，以示对宗教团体的重视。2011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国民党、民进党先后提出

设置“宗教及礼制司，协助各地寺庙合法化”以争取宗教选票
⑤
，但选后未见执行。2015 年，台湾

当局内政部门再提所谓新版“宗教团体法草案”，鼓励宫庙寺观登记为“宗教法人”
⑥
，促使宗教团

体财务公开透明，每年将财务报表呈报主管机关备查，2016 年在全台召开座谈会宣传解释但遭反弹

杯葛。2017 年 6 月台湾当局内政部门再次提出修改后的所谓“宗教团体法草案”，现行农地与耕地多

登记在住持（比丘）或比丘尼个人名下，“草案”规定一定年限内可转换登记在宗教法人名下，促“私

产”变“公产”，且每年须将财务报告呈内政部门备查；若接受捐献财物，应将相关信息提供捐献者查

询。
⑦
多个宗教团体连署反对，批评“草案以管制、防弊为目的”，以预防宗教乱象之发生预设立场，

并对“宗教立法”做种种管制、监督等措施，违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
⑧
2017 年，一贯道背

景的朱武献领导的宗华教信联盟党提出所谓“宗教基本法”，并于次年由王金平等 36 位“蓝”“绿”

民意代表联署提案，不仅要求先有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基本架构再制定所谓“宗教团体法”，还在财务

① 郑志明：《台湾宗教组织与行政》，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

② 瞿海源：《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7 年，第 439-510 页。

③ 张家麟：《论台湾“宗教团体法”的形成与影响》，“2010 年‘两岸民间社会与公共参与’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

年 6 月 30 日。

④ 管婺媛：《“宗教团体法”卡关 20 年》，《中国时报》，2015 年 3 月 1 日。

⑤《苏嘉全：推动设立“宗教司”》，《中华日报》，2011 年 9 月 21 日。

⑥ 李欣芳：《宗教财务透明化，1.5 万宫庙寺院拟纳管》，《联合报》，2015 年 5 月 8 日。

⑦《法人化，宫庙轰“政府”干预》，《台湾苹果日报》，2017 年 7 月 23 日。

⑧《苹论：“宗教团体法”不急》，《台湾苹果日报》，201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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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土地获取、信息公开、宗教自主等多方面提出明显偏向宗教团体的主张，所谓“宗教基本法”

被民间批为“宗教激狂法”，赋予宗教团体凌驾各规定之上的权力，2018 年 10月自行撤案。

对于台湾当局搁置所谓“宗教团体法草案”，有部分宗教团体不满。2018 年中华佛寺协会林蓉

芝秘书长批评“宗教立法”未完成，导致宗教团体面临行政部门繁琐管理，“光复自今，行政解释函

令，多如牛毛”，“一件简单的信徒或负责人变更，得检附退出、新加入，辞职书或同意书，还有新

造名册，会议记录等二十几份，份份都得盖上寺庙图记及负责人印信，及与正本无误章……这些繁

杂手续真的必要吗？”林建议：取消正式登记与补办登记之差别；寺庙登记与寺庙建筑分别管理；

寺庙不能一律视为普通公共类建筑；修改寺庙登记须知；修订寺庙解释规定；减轻寺庙税赋负担（增

值税）；宗教团体应视为慈善公益团体，私人或团体捐赠免征赠与税，农地无法登记的为宗教团体所

有；出家遗产继承应排除民法亲属继承的适用，改为遗嘱指定；出家人住院医疗及往生葬仪等需由

家属签署或提出申请，应改由常住道场处理等。林表示宗教是否“立法”讨论了数十年，蓝绿执政

者或“立法”部门“都仍本位主义，乏人关心，而宗教界的自我矛盾也错失了多次机会，最大的忧

心来自那些阻碍宗教进步却名为尊重宗教自由的主导者”,“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任何选择都有得失，

台湾有多元开放的宗教信仰，却也增添‘宗教立法’的艰难度。”
①
2018 年 6 月，台湾当局“立法”

机构三读通过所谓“财团法人法”，将宗教财团法人排除在规管之外，为订立所谓“宗教团体专法”

预留空间。总的看，台湾当局的所谓“宗教立法”预计会按照低度监督、重点“立法”，保持宗教团

体自主性的原则，朝向违建处理、财务透明及法人化三个方向推动。

（二）香港社会宗教相关法令的修订讨论

1.慈善立法咨询中宗教因素是讨论焦点之一。2007 年 6 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及律政司司长邀请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慈善立法工作，2011 年启动相关咨询。根据法律改革委

员会专责小组的咨询文件：“第一，‘慈善组织’一词在香港的定义，并非基于明确的法定定义，而

是基于可追溯至数百年前的英格兰法例在普通法上的诠释。这法例就是《1601 年伊利沙伯一世法规》

（1601 Statute of Elizabeth I）的弁言，当中用语古旧过时，并不切合现代情况。第二，慈善组织的注

册欠缺统一协调的机制。第三，慈善组织的管治、帐目及报告并无划一的标准或规定。在香港成立

慈善组织，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法律架构，包括法定团体、成立为法团的公司、慈善信托及社团，

而上述每一种组织架构，在组织成立之时及组织运作期间，均可以涉及不同的法例规定。第四，慈

善筹款只受到有限度的监管。第五，现有的监管措施由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执行，而每个部门

又在不同情况之下各自订立规定和标准，这必然会造成某程度的混乱，并且无助于慈善组织的有效

运作。”
②
咨询收到逾 260 份意见，主流的意见是担心过度监管，认为现阶段未有共识，建议可先行

加强对团体的问责及透明度，长远再商讨是否立法规管。其中，涉及宗教团体的主要争议，是宗教

事业所谓“公益推定”问题。

从咨询结果看，大多数回应支持把宗教推广纳入慈善的法定定义。2013 年，法改会完成报告书，

强调既然案例法已明确确立推广宗教为慈善宗旨，社会应将其视为慈善宗旨。建议在慈善宗旨的法

定定义中，推广宗教应列为其中一类慈善宗旨，同时把推广宗教项目分为推广宗教、促进宗教和谐

和种族和谐两类
③
，放弃订立慈善法、成立慈善事务委员会等提议，仅提出 17 项简化各种筹款活动

① 林蓉芝：《宗教团体实务运作与“行政法治”》，http://www.cbta.url.tw/product_cg78606-cn.html，2019 年 10 月 27 日。

②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慈善组织小组委员会：《〈慈善组织〉咨询文件》，2011 年 6 月，第 3 页。

③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慈善组织小组委员会：《〈慈善组织〉咨询文件》，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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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可证和发牌措施的建议。
①

2.《华人庙宇条例》修订动议。2015 年 3 月，民政事务局提出放宽注册限制及设立合理规管制

度的五项措施。第一是改强制注册为自由注册，剔除委员会可全权控制华人庙宇的财产、委员会可

要求管有或控制华人庙宇的财产，及将财产转予民政事务局等规定。第二是将华人庙宇委员会设立

为法人团体，在法例中订明其权力和职能，及优化其运作程序，既提升庙宇管理透明度，也保障宗

教自由。
②
第三是将现有的华人庙宇基金和华人慈善基金合并为华人庙宇慈善基金。第四是赋予民政

事务局局长权利，若涉及公众利益时，可主动参与任何涉华人庙宇管理及滥用庙宇基金的法律诉讼，

保障公众利益。第五是注册庙宇需要公开成立目的、供奉神明、主要活动、拥有人及管理人、公众

募捐资产及用途。

民政事务局上述建议得到香港道教联合会、佛教联合会、孔教学院等华人宗教信仰团体的支持。

佛教联合会更表示修订条例仅是第一步，要求特区政府“对待宗教要一视同仁，其它法例已对所有

宗教团体作足够的监管”。有宗教团体认为条例不应只针对儒、释、道三教，要把所有宗教纳入，而

“华人庙宇慈善基金”取自儒、释、道三教，不应向社会开放，希望政府先研究整体的宗教政策，

再讨论华人庙宇委员会及相关条例。
③
孔教学院提出长远“要考虑修订条例，将其涵盖及适用于其它

宗教团体”。但上述建议也遭遇阻力，有政团坚持强制注册制度，希望特区政府应尽量保留条例的原

有条文并将之完善，强调特区政府要打击一些以营运庙宇为名、谋利为实的人士和组织。而部分居

民团体则担心，庙宇注册从强制变自愿后，会加强自愿注册的诱因，私人骨灰龛位经营者借开设庙

宇为名，实质经营骨灰龛位，有业主委员会致函民政事务局，反对将强制注册改为自愿注册，认为

会引发住宅楼宇内违规设立各种庙宇和神坛，希望加强对庙宇经营商业活动和财务制度的监管。
④
由

于社会意见不一致，相关动议最后未能通过实施。

3.香港特区政府考虑较慎重。2017 年 4 月，特区审计署因“华人庙宇委员会规管不力，个别庙

宇管理问题拖拉十年仍未解决，部分受管庙宇没有提交账目和行政报告，账目不清不楚”等问题，

向八个部门发出题为《政府对慈善机构的支持及监察》报告书。民政事务局回复有关质疑，明确指

出集中管理的困难，与宗教治理均密切相关，包括：第一，“现时与慈善机构和筹款活动相关的法例、

发牌、拨地等工作，以至法改会建议涵盖的慈善宗旨涉及最少九个政策局和九个执行部门职责，有

关工作涉及不同规管目的。要整合这些法例和权力然后交由某一个决策局或部门管理和执行，将牵

涉大量政策协调、资源甚至架构重组等整合工作”
⑤
。第二，“难以就慈善机构或慈善宗旨订立法定

定义”。“法改会其中一项重要建议，是应就慈善机构或慈善宗旨订立法定定义，而该定义应扩阔至

涵盖 14 个宗旨。政府亦应按法改会建议的慈善机构定义，设立慈善组织注册制度。然而，订立慈善

机构或慈善宗旨的法定定义和设立注册制度，需要有明确宗旨和目的（例如评核有关机构是否符合

豁免缴税的要求、规管慈善筹款活动）；若订立新法例，政府较难单提供慈善宗旨定义或要求慈善机

构注册，而没有清晰的规管框架和执法安排。正因为存有不同的规管目的，订立可适用于各种规管

目的和框架的慈善机构或慈善宗旨的定义绝非易事”。第三，“社会对由单一规管机构设立和备存慈

①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慈善组织小组委员会：《〈慈善组织〉咨询文件》，2011 年 6 月。

②《华人庙宇检讨〈条例〉》，《头条日报》，2015 年 3 月 14 日。

③《道联会副主席王广汉致民政事务委员会秘书的信》，2015 年 4 月 23 日。

④《彩明苑业主立案法团陈情信》，2015 年 4 月 24 日。

⑤“民政事务局局长致政府帐目委员会秘书的回复公函”（HAB/CR 1/19/120），2017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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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机构注册名单未有共识”。“不少慈善机构更反对这项建议，除了忧虑慈善事务委员会权力过大及

缺乏制衡外，亦认为日后委员会的行政开支或会转嫁慈善机构，加重机构的财政负担；宗教界担心

注册制度涉及审查宗教团体的慈善工作，或会干预宗教教义和活动，影响《基本法》所保障的宗教

自由。基于公众意见，法改会建议不应在现阶段设立独立的慈善事务委员会；但建议慈善机构注册

名单应由单一政府部门设立和备存。没有新设独立规管机构的情况下，如何由现在政府部门落实推

行慈善机构注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由某一政府部门或机构，代替独立的慈善事务委员会处

理注册和规管，能否释除慈善机构在财政负担，以至宗教自主方面的疑虑，须要进一步思考。政府

要考虑市民和众多持份者，包括同类型慈善机构的意见和反应”。
①

四、小 结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社会框架中的宗教治理走过独特道路，

包括：治理主体多元，以社会组织为主；治理过程强制性少，协商性强；治理权威来源除了相关规

定以外，还包括社会性契约，并与慈善深度融合；治理模式分别以“辅导”和“合作”为主，治理

权力运行特点更多是平行的、多向互动的；治理所及范围以公共领域为边界，不限于权力所及领域。

台湾、香港地区宗教治理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处理不同持份者对改革方向、路径意见上的分歧，仍

在进行之中。

正如马克思 1843 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任何一种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

的矛盾，只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普遍世俗矛盾的一部分。”
②
国家治理中遇到的宗教问题只

能放在社会中来考虑。而社会框架下的宗教治理规范化、法制化，不只是社会宗教治理的要求，也

是宗教团体内部管理的需要，其中涉及社会期待与宗教团体诉求，和社会环境、背景及公共治理等

相关，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学术界加强包括我国台湾、香港两个地

区宗教治理在内的跨越学科整合和比较研究，建构有关宗教治理的专业知识体系，可为我国宗教治

理体系建设提供更充实的学理支撑。

（责任编辑：李湖江）

①“民政事务局局长致政府帐目委员会秘书的回复公函”（HAB/CR 1/19/120），2017 年 5 月 26 日。

② 唐晓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70 页。



Abstract

159

creative-based supplemented; (2)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y were characterized by creative

and performance-based types, supplemented by knowledge; (3)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were characterized by equal emphasis on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the image of survivors was

promin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cceptance and spread of monks and secular people were similar, but

Zen Buddhism was combined with the rituals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hey often taunted the image

of Qu Yuan. The reason for its formation was related to Zen’s unique emptiness and undifferentiated

thought.

An Examination of the Quotations from Kuiji’s Commentary of the Vimalakīrtisūtra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Exegetics

YANG Zurong

Abstract: The examination of quotations from a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ddhist exegetics.

The quotations in Kuiji’s Commentary of the Vimalakīrtisūtra include both his own works and other

canonical texts. His quotations from his own works are mainly used to explain conceptual term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doctrinal ideas, and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way of examining the order in

which his works were written. His quotations from other works, while reflecting the base of material for

Kuiji’s exegesis, can also be seen to draw directly on other works, although he does not explicitly state his

references in his works.

Guidance and Partnership: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with Regard to Religion Administration

ZHU Feng

Abstract: With a Comparison of the modes, characteristics and reforms on relig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s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tradition, structure and trend of religion

administration in these aforementioned two regions, analyze legislation which created fierce controversy,

such as “Religious Group Act” in Taiwan, charity legislative consultation and Chinese temple regulations in

Hong Kong, disentangl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in detail.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rtifac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Historical Survey of Lady Banks’ Porcelain Collection

WANG Xiulu

Abstract: Lady Dorothea Banks (1758— 1828) was the wife of Sir Joseph Banks (1743— 1820),

British explorer, naturalist, and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She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