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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组织成为法人的必要性

承认宗教组织为法人是国际上宗教立法的一般

做法。只有承认宗教组织的法人资格 ,才有可能使

其成为宗教财产权的合法主体。那么 ,在中国大陆

把宗教组织设计为法人有无必要性 ,其可能性有多

大呢 ?

虽然我国民法与其它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中 ,

允许将一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宗教组织登记为

法人 ,但对于经登记而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组织应

有的权利 ,尤其是财产所有权并未做出明确规定。

台湾地区原有的宗教法律 ,同大陆地区的立法有着

共同的特点 ,对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权益顾及不

多。目前 ,海峡两岸共同经历着一场从经济领域到

政治领域里的大变革时期 ,市场经济的共同特性要

求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人格必须独立 ,这是

他们得以立足市民社会的先决条件 ,也是其民事权

利得到保障的基础。随着市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市

民的主体意识得以强化。在此背景下 ,宗教立法的

目的不得不作相应调整 ,即由管理型立法向确权型

立法转变。长期以来 ,由于立法上的局限性 ,带来一

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从民法的角度视之 ,因宗教

财产权属不明 ,僧俗之间、宗教组织内部围绕宗教财

产的利益之争普遍存在 ;个人侵吞宗教财产 ,将其据

为己有的现象亦司空见惯。可以说 ,宗教财产在继

续膨胀的同时 ,流失问题亦日益突出。对于此类问

题 ,如不依法规制 ,必将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所

以 ,重新确定宗教立法的指导思想 ,并制定旨在确认

宗教组织的民事权利和法人资格的新的宗教法 ,已

成为当务之急。

二、宗教组织成为法人的可行性

19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宗教立法的主旋律是对

宗教组织松绑 ,逐渐放弃管理型立法思想 ,向以确权

立法型为主 ,辅之以适度管制的混合型立法模式迈

进。目前我国已置身于这个历史的潮流中 ,且将宗

教组织改造为法人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从法人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来看 ,在经济

上它是经济共同体发展的结果 ,在观念上则是以共

同体主义为基础的。“法人 ”(Juristische Person)这

一术语是德国率先创造并正式运用于《德国民法

典 》中 ,其意思是权利主体的组织体或团体。①法人

概念的出现 ,正式标志着现代民法生活的舞台上有

两类主体角色 :自然人之外 ,法人也得为权利主体。

正如日本的星野英一教授所说 :“总之 ,法人是在与

私法中的人 (在与法人相对的意义上称为‘自然

人’)完全同等的资格上存在的概念。”②法人以组织

体为实体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的组织体都是法人 ,只

有被法律承认了主体资格的那一部分才是法人。法

人概念的设定 ,假定了某些组织体 (甚或国家共同

体 )与具体的人相类似 ,具有主体资格。法人概念

虽然始创于德国民法 ,但组织体主体化的法律实践 ,

早在罗马法就开始了。罗马法在早期就承认各种公

共团体的主体地位 ,到帝国时期又广泛承认私团体

的主体意义。罗马法晚期甚至承认财团一定目的捐

助财产 , 也得有主体地位 (后世所称“财团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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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③中世纪的欧洲 ,宗教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

旋律 ,宗教组织的地位也日益提升 ,出现了对宗教团

体的格外尊崇 ,并导致宗教团体的崛起 ,其组织体主

体化实践夹杂了许多与人本主义无关的宗教阴

影。④ 1804年《法国民法典 》对团体采取了有意忽略

的态度 ,而法国的习惯法却把这一领域接受过去。

1807年 ,法国不得不制定商法典 ,承认特定商业团

体 ,可以担当私法上的主体。法国学理受到德国民

法学说影响 ,将这类主体称为法人 ,后来在《法国民

法典 》修正时 ,加入了这一概念。⑤在中国 , 1929年的

《中华民国民法典 》中承认了法人这一主体类型 ,并

承袭了德国民法典上的“法人 ”概念。我国 1986年

制定的《民法通则 》第 36条第 1款将法人定义为 :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

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在民法中 ,法人与自然人往往处在一种对立关

系中 ,自然人制度的观念基础是个人主义 ,法人制度

的观念基础却是共同体主义。⑥现代民法之所以果

断而明确地承认法人概念 ,正是因为立法者对经济

共同体非常重视的缘故。人们认为 ,人类可以克服

个人力量薄弱 ,有其从事复杂的或大规模的经济事

业 ,凭个人之人力、财力、信誉无法办到 ,只有联合多

数人且稳固维系这种联合方能达成。所以 ,将某些

组织体当作权利主体来对待是有意义的 ,它们不仅

有独立承担社会作用的意义 ,又适合于具有权利能

力、独立及散伙承受法律关系的社会价值。可见 ,法

人制度得到实质性发展 ,在经济上是伴随着商业团

体的崛起和它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日益突出。在观

念上则是共同体主义发展的结果。在当代中国 ,不

仅对经济共同体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有了充

分的认识 ,而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法人制度得到

法律的确认。宗教组织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共同

体 ,可谓由来已久 ,而且它在历史上也取得过类似于

法人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里 ,宗教对世俗社会的

影响不如从前 ,但它作为人的聚合 ,对社会仍旧存在

一定影响 ,也就是说宗教在今天仍旧具有世俗的一

面。如它与政治的关系 ,财产权问题、税收问题、教

育问题等无不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些都说明对

宗教组织进行法人改造是必要的 ,而且实施改造的

外部条件已经成熟。

从实行法人制度的内在条件看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大陆的宗教组织 ,尤其是宗教活动场所当中的

绝大多数基本上具备了国内外确认宗教法人的主要

条件。在世界各国 ,宗教政策和法律的内容不尽相

同。但在大多数国家 ,宗教组织开展活动必须得经

过登记 ,登记成为实施宗教管理的主要手段。

实际上 ,登记是对宗教组织加以确认的一种做

法。但登记的条件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在波兰 ,宗

教社团可以向政府申请登记 ,但并不要求必须登记 ,

不登记也可以自由活动。根据 1998年 6月生效的

新条例 ,要求申请登记的宗教团体在提供该团体的

有关材料的同时 ,至少提供 100名成员的名字 (或

签名 ) ,而且这些签名要经过公证。根据规定 ,所有

教会和经登记认可的宗教团体都享有同样的权利 ,

包括免税进口办公设备、税收减免等。比利时政府

规定 : ( 1 )该宗教必须有其组织结构或教阶体制 ;

(2)该宗教团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信徒 ; (3)该宗教

必须在比利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 (4)该宗教必

须能为公众提供一种社会价值 ; ( 5)该宗教团体必

须遵守国家法律并尊重公共秩序。对宗教组织登记

的结果 ,是否都能成为法人 ,各国的情况也有所不

同。1998年奥地利在《关于宗教信仰团体的法人地

位的联邦法律 》中规定 ,宗教信仰团体在申请登记

时需提供证据表明该宗教信仰团体拥有至少 300名

登记在册的奥地利居民 ,而且并不是已具有法人地

位的某宗教信仰团体或合法认可的教会或宗教修会

的成员。宗教团体可申请取得法人资格 ,除了提供

有关章程等必要材料外 ,还要符合以下条件 : (1)作

为宗教协会存在至少 20年以上 ,而作为依据本联邦

法所指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宗教信仰团体存在至少

10年以上 ; (2)追随者的数量应至少占奥地利居民

人口的千分之二 ; (3)收入和资产用于宗教目的 (包

括福利和慈善 ) ; (4)对社会和政府持积极的基本态

度 ; (5)对与现存合法认可的教会和宗教修会或其

它宗教协会之间的关系没有不合法的干扰。教育与

文化事务部宗教团体法人登记记录应包括宗教信仰

团体的名称、法人地位分类、营业编号和依据第二条

第三款进行财税评估的公告日期、代表机构和签字

权力 ,在终止法人地位的情况下要包括终止原因。⑦

按照日本宗教法人法的规定 ,日本的学者认为 ,宗教

法人的成立条件有二 :一是礼拜设施和其它财产 ;二

是神职人员。⑧在中国大陆 ,除了个别较偏僻地方的

宗教活动无专门的活动场所而外 ,一般都具有一定

建筑规模的固定场所供信教民众用于宗教活动 ,而

且这些场所一般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主持各种活动 ,

并负责管理宗教设施。按照《民法通则 》第 37条规

定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 )依法成立 ; (二 )

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 (三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

机构和场所 ; (四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

条规定 ,宗教组织要成为法人其实质性条件是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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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二 )和 (四 ) ,而满足这两条并不难 ,只要赋予宗

教组织以财产所有权就足够了。从目前的法律规定

和宗教组织的实际情况看 ,法律已允许宗教组织拥

有一定量的财产 ,问题只是财产的范围和性质尚未

确定。事实上 ,宗教组织不仅拥有财产 ,而且财产数

量呈膨胀之势。这些财产无论法律上是否允许为宗

教组织所拥有 ,实际上已为宗教组织所掌握。既然

拥有所有权以此承担法律责任也不成问题。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无论从实行法人制度的外

部条件看 ,还是从实行法人制度的内在条件看 ,在我

国全面推行宗教法人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进

一步规范宗教组织及其活动 ,维护宗教组织的合法

权益 ,尽快制定宗教法人法势在必行。

三、将宗教组织设计成宗教法人的理由

如前所述 ,承认宗教组织的法人资格已成为世

界宗教立法的基本走向 ,但把宗教组织法人设计为

何种法人制度 ,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将

之设计为财团法人 ,有些国家设计为社团法人 ,也有

人认为宗教法人既不同于财团法人 ,也不同于社团

法人 ,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法人制度 ,主张

制定专门的“宗教法人法 ”或“宗教团体法 ”。那么 ,

宗教组织法人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人呢 ?

把它设计为何种法人形式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呢 ?

王利民教授认为 ,“宗教财产在民法上是经捐

助形成的独立财产 ,此财产已脱离了原捐助人的控

制 ,与捐助人已无关系。在此基础上 ,宗教财产能独

立参加民事活动 ,是一财团法人。”⑨梁彗星先生在

指出了现行宗教所有权状况的弊端后也主张 :“妥

当的做法是一切宗教财产 ,包括房产在内 ,都属于作

为财团法人的寺庙宫观所有。”理由是“一 ,依靠来

自各方面的捐助而建立的宗教财产 ,是捐助财产的

集合 ,而不是人的集合。各种捐助人捐助财物后 ,并

不参加宗教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与宗教财产不再有

任何关系。二 ,宗教财产独立参加民事活动 ,形成了

事实上的法人人格 ,寺庙宫观自成立后 ,在从事宗教

活动中 ,作为民事主体 ,独立地参与法律所允许的包

括继续接受捐助的民事活动。在宗教活动中 ,各寺

庙宫观独立核算 ,独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具有事实上的法人人格。三 ,将包括房产

在内的宗教财产所有权赋予作为宗教财团法人在内

的寺庙宫观 ,符合捐助人的主观意愿 ,也符合中国各

种宗教的宗教戒律。四 ,中国现行民法通则承认财

团法人享有财产所有权。”⑩台湾学术界在这一问题

上有一些特殊认识。林本炫先生在其《宗教法人的

属性及地位 》一文中 ,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首先 ,他分析了财团和社团的特点。认为 ,按照民法

规定 ,财团乃是“因为特定与继续之目的 ,所使用财

产之集合而成之法人 ”,而社团则是以“人之集合体

而成之社员团体 ”。因此 ,可以简单地说 ,财团法人

是“财产 ”的集合 ,而社团法人则是“人 ”的集合。社

团法人虽然也有“财产 ”的收入 ,但主要为社员所缴

会费 ,而这会费乃是因为社员身份的发生而产生 ,和

捐助无关 ,因此不论社团拥有多少财产 ,都不能和财

团以捐助而取得的财产相互混淆。财团法人内部虽

然也有人的存在 ,但这些人不是受雇于法人的职员 ,

就是受委托而执行业务的董事 ,和社团的主体“社

员 ”完全不同。其次 ,宗教团体则同时具有“社员 ”

(人 )的集合和“财产 ”的集合这两种属性 ,和单纯以

人的集合而成立的社团 ,以及由捐助财产而成立的

财团法人不同 ,因此宗教法人这一新的法人形态如

要成立 ,必须尽量兼顾到这两种属性。但是这里所

谓的“兼顾 ”当然可以有两种考量角度。第一种角

度是 ,只要具备其中“人的集合 ”或是“财产的集合 ”

其中一种属性 ,即可成为宗教法人。第二种角度则

认为 ,必须同时具备“人的集合 ”或是“财产的集合 ”

两种属性 ,才能登记为宗教法人 ,否则要根据其个别

属性 ,分别依据民法或是人民团体法登记为财团法

人或是社团法人。他进一步分析道 :对于宗教团体

来说 ,所谓“人 ”的集合 ,并不能如同社团的社员一

般 ,看成是全部相等的个体 ,他们的产生方式及身

份、权力并非靠选举而产生 ,也因宗教之不同而有

别 ,因此不能以人民团体法所制定的选举规则加以

规范 ,或者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其代表。宗教团体

同时也会有财产捐助的行为存在 ,但是这些财产的

捐助并非如社团法人是因社员身份而附带产生 ,宗

教团体财产的取得 ,有可能是最初创立者的捐助 ,也

可能是后来加入的成员的捐助 ,也可能是和宗教团

体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人的捐助。因此 ,宗教

法人的执行机关 ,并非单纯接受捐助者的委托而管

理财产或者执行业务。所以 ,他认为 :由于宗教法人

在人的方面和财产的方面和一般社团或财团不同 ,

宗教团体即便只有人而没有财产 ,它们在人的方面

的关系也不同于一般社团。而宗教团体即便只有财

产 (例如寺庙 )而没有人 (社员 ) ,它们在财产方面的

关系也不同于一般财团。因此有必要设立宗教法

人 ,且宗教法人的组织设计只有兼顾到上述“人 ”的

集合和“财产 ”的集合这两种属性 ,才能摆脱目前以

财团法人方式存立所带来的问题。

在此姑且不论台湾各宗教团体的现状是否符合

上述两个条件 ,就以林先生的理论架构来分析目前

91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年 1月 　



中国大陆的宗教现状 ,似乎也可得出同林先生同样

的结论。从财产因素看 ,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无一

不具备拥有一定财产的事实 ,法律也允许其拥有一

定的财产和经费 ,而且将之作为设立法人的重要条

件和行使财产权利、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而宗教

财产的范围较为广泛 ,包括建筑物、礼拜设施、土地

使用权及其它捐赠物和合法经营所得之物。从这个

意义上看 ,宗教场所和宗教团体 (协会 )都可纳入其

中。如果从“礼拜设施”分析 ,只有宗教活动场所类

组织具备这一条件 ,而只有办公场所 ,无礼拜设施的

宗教团体 (如佛教协会 ,道教协会等 )则不能纳入该

类宗教组织中。从人的因素看 ,宗教组织的“人 ”,

根据他与宗教组织的关系 ,可以分为信徒和职业宗

教人员两类。信徒与宗教组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

实际上宗教场所向一切人开放 ,同时也接受一切个

人和组织的捐赠。虽然宗教得到法律的认可必然需

要一定数量的信徒存在 ,乃至支持 ,其运作和存在的

价值也在于信徒的存在 ,但他们与宗教组织的关系

始终是松散的、不确定的 ,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性的 ,

而非物质性的。但对于一个制度化宗教来说 ,“圣

职者 ”是不可或缺的 (祠堂和村庙另当别论 )。从世

俗性看 ,他们既是宗教场所和财产的管理者 ,又是使

用者、受益者。不论将之设计为何种法人 ,实际上宗

教财产的管理者和维持者最终仍旧是这部分人。他

们同宗教组织的关系 ,不仅是精神性的 ,更是物质性

的 ,他们靠宗教财产维持生计 ,宗教组织靠他们运

作。对于一个试图取得民事主体地位 ,并以自己的

财产行使权利和对外承担责任的宗教组织来说 ,上

述两方面的条件都是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

将宗教组织设计为专门的独特的宗教法人比较适合

我国的国情。因此 ,我们建议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

国国情的宗教法人法 ,尽早使宗教组织法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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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ecom ing a Artif ic ia l Person of Relig ious O rgan iza tion
Huare·duojie

Abstract:A ll the nations in the world have entrusted to religlous organization ’s qualification of the artificial

person , but their way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inside and outside condi2
tions are ripe for reform 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to artificial person , so we should work out the law of religious ar2
tificial person and mak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o become a artificial person as far as possible.

Key words: religious p roperty; civil subject; religious artificial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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