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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其内心信念，自愿地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并进行宗

教实践的自由，它是由信教自由与宗教行为自由构成的一个权利束，前者是一项

绝对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后者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宗教信仰自由在理论

上根源于自由权、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在性质上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背景性

权利和受限制权利，具有普遍性、个人性、外现性和易受侵犯性的特征。各国将

宗教信仰自由写入宪法,促使宗教信仰自由与宪法产生良性互动,对于一个国家的

法治建设具有实现公民自由、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主政治的宪政价值。 

在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得到重视。政府主要通过立法保护、司法保障和

行政保障等三种方式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同时，从不得侵犯国

家和社会利益、不得侵犯社会公共秩序、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依法登记合法

活动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由于中国复杂的宗教信仰和特殊的政教关系，加

上秩序本位思想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还存在法制不统一、立法

落后、行政保护不力、司法救济薄弱等缺陷。经济、法律、政治等诉求促使我们

要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构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体系，不仅是人权保护的要求，还是建设法治

社会的要求。为此，本文设想，首先要加强宗教立法保护，要在宗教立法原则基

础上，界定宗教、邪教以及合法宗教活动等基本概念，并从修改宪法条文、制定

宗教法、完善配套法规来健全宗教法规体系。同时，要健全保护救济体系。一是

要加强行政保护。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要通过积极引导、加强协调和实行间接管理

来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要加强司法救济。在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和国际

人权保护等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的前提下，通过修改部门法，使宪法权利具体化，

并推进宪法司法化进程，逐步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救济。 

 

关 键 词：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立法；司法救济 



Abstract 

 

Abstract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is the freedom of citizen to select certain religion of 
faith and carry on the religion practice freely according to his conviction, which is a 
bang with right to believe in religion and carry on the religion practice.  It originates 
in the theory on the right of freedom,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separation of religious 
from political. It is one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right and limited right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ality, individuality, exterior and invading. To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a station,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has constitution value to 
realize citizen's freedom, to promot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o safeguard the society 
stabilizes.  

In China today, government devotes much attention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protects the right by the measure of law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guarantee and administration guarantee, and limits the freedom by some way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a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radition 
concerns betwee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he protection of the freedom exist the 
problems that the religion legal system is unified, that the religious legislation is 
backwar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administration is not so powerful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weakly; Moreover, thinking of the external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ac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of 
model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legal society,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o construct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is the 
requirement of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building of legal society. Firstly, we 
must protect the freedom by religious legislation, which concludes the principle 
requirement as to stables socialism legal construction, to fit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to 
match rights and duties and excellent technology, makes clear the basic conception as 
religion, evil religion and 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improves the religious 
regulations system by amending constitution, drawing up religious basic law and 
perfecting auxiliary regulations system. Secondly, we must improve protection of 
judicial remedy. We can use the proceeds as guiding, coordination and indirect 
management to improve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We 
try to do well in the legal relief on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by the ways to Make 
reification constitutional right and advance the course of constitutional justice. 
 

Key Words: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religious legislation; judicial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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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

权，对于一个国家法治建设具有实现公民自由、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民主政治的

宪政价值。为此，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都将其确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从宪法文本来看，各国对宗教信仰自由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和标准的定义。

有的国家称为宗教自由，有的国家称为信仰自由，而我国采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提

法。因此，有必要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进行解读。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

多人，如何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宗

教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为此，我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并通过立法保护、行政保障和司法保障等方式来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权。同时，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维护其他公民的基

本权利等方面对宗教信仰自由权进行限制。但是，从总体情况看，由于我国复杂

的宗教信仰特性、特殊的政教关系和秩序本位观念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宗教信仰

自由还存在许多缺失，主要表现在宗教立法法制不统一，宗教立法落后、行政保

障不力，司法救济薄弱等问题。经济、法律、政治等因素向我们提出加强宗教信

仰自由法律保护的诉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的今天，如何保障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成为宪法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宗

教信仰自由的基础理论出发，分析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政价值，并着重分析当代中

国在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上的现状与诉求，并尝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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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解读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定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根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截止 2000 年，全世界

有超过 84.8%的人口信仰宗教。①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大都明文规定，将宗教

信仰自由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但是对于宗教信仰自由，从各国宪法文本到学术

界都没有统一的称谓和标准的定义。有的宪法文本采用“宗教自由”的称谓，有的

则采用“信仰自由”的提法。我国官方和学者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也存在众多分

歧。大部分教科书和考试用书给出的通行的定义是，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

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②这仅仅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形式上的

定义，因为这一定义没有深入研究宗教行为在宗教信仰中的价值所在。相比之下，

这一定义更像是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抽象概括。③有的学者较多地注意到宗教的属

性，将宗教信仰自由分为信教自由和仪式自由等。④这一定义虽然指明了宗教信仰

自由的组成内容，但对内容的自由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有的学者借用柏林的“消极

自由”概念，把宗教信仰自由分为积极的宗教自由（国家公权力不得干涉宗教行为）

和消极的宗教自由（不得强迫人民为特定的宗教行为）。⑤这一解释强调对宗教行

为自由的保护，没有涉及信仰上的自由。另有学者为了避免论述上的矛盾，干脆

                                                        
① 王作安．当今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特点[J]．新华文摘，2002，（2）：22． 
② 见董和平等．《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83；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国家司法考

试辅导用书》第一卷（2003 年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8． 
③ 党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指“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

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

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

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 号文件）． 
④ 如黄文伟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包括信教自由、宗教活

动及结社自由。安希孟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指不受限制地相信、实行和宣传任何一种宗教，或不相信、

不实行和不宣传任何宗教的自由。蔡田则进行更细的划分，认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信教自由、择教自

由、举行宗教仪式自由、宗教出版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结社自由、传教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

宗教资助自由以及宗教营销自由等九个方面。见黄文伟．国外宗教立法种种[J]．世界宗教文化，2002，（4）： 
27；安希孟．近代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自由[J]．襄樊学院学报，1999，（4）：10；蔡田：我国公民宗教信仰权

之我见[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⑤ 陈新民．陈新民老师学说精要[Z]．http://www.gongfa.com/chenxinminjingya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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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宗教信仰自由称为宗教与信仰自由。①这种解释看似合理，与国际公约或各国

宪法规定可以达到某种契合，但将宗教信仰自由分解为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

终究是一种扩大解释，不足以作为宗教信仰自由的科学理解。 

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定义。首先，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

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简单相加。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宗教自

由是指公民依据个人的意志决定对宗教的态度的自由，不仅包括人在思想上、精

神上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而且包括对某人所信仰的宗教在行为或行动上的表示，

如参加宗教仪式、宣传宗教教义、参与宗教活动、实践宗教信仰等。信仰自由是

指人依据内心信念自愿选择信仰的自由，是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与精神范畴内的活

动。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人权公约和宪法文本中，宗教自由一般是相对于

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而言的，而信仰自由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思想自由。②其次，

宗教自由保障的对象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行为），而信仰自由保障的对象除

了宗教之外还包括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第三，作为构成宗教的两大要素——

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在宗教信仰自由中的自由程度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是

一项不能进行任何强制或禁止的权利，因为法律不能涉足个人的内心意识，只有

当内心的信仰通过口头或书面等方式表达出来时，政府才有可能进行干涉。近代

以来的宪法规范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法国 1789 年《人权宣言》认为，公

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首先是要确认所有人都享有通过言语或书面文字公开表达宗

教信仰的权利，“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

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1803 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法院的首

席法官史密斯在马奇诉威尔金斯案的判决中对信仰自由的根据做出十分精彩的

阐发，他说：“社会或世俗官员强迫人们信仰和不信仰什么是十分荒谬的，按照

万能的造物主的旨意，人的理智不受有局限性的同类者的控制。思想自由是人类

天赋的，每一个有思维能力者本来固有的权利，是绝对不能剥夺的特权。”③相反，

宗教仪式的自由同其他表达自由一样，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在 1940 年审理的

坎特韦尔诉康涅狄格州一案的判决书中，信仰绝对自由和（宗教）行为相对自由

                                                        
①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62． 
② 马尔赛文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思想自由条目中阐述，狄骥则直接点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思想自由。见

〔荷兰〕马尔赛文等著；陈云生译．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法〕狄骥著、

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M]．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③ 转引自〔美〕 詹姆斯·安修著；黎建译．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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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第一条修正案“包括两个概念——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第

一个是绝对的，”……宗教信仰自由，“按事物的性质，则不是绝对，为了保护社

会，行为仍然要受到约束。”①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其内心信念，自愿地

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并进行宗教实践的自由，它是由信教自由与宗教行为自由构成

的一个权利束，前者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后者则应当受到法律的

制约。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性质和特征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性质 

首先，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近代人权思想发展史看，自由权是

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自由促使了人权体系的形成。宗教信仰自由作为自由

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一项基本人权。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1941 年第 77

届国会上提出了人类的四种主要自由——言论及表达自由、个人依其自己的方式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困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宗教信仰自由提到基

本人权的高度。在国际人权公约的宗教信仰自由五项原则中，第一项原则就是基

本人权原则。② 

其次，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背景性权利。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梁启

超曾指出，“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③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思想

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构成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许多学者对此曾有精辟的论

述。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说：“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乃

是所有人类自由得以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可侵犯的堡垒。”④日本的池田大作也

认为，“信教自由的本质是构成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⑤在近代立法实践上，宗

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宪法中被列入宪法第一项权利，被称为“第一项自由”，这是因

为美国的创建者们认为宗教自由是民主和其它基本人权的支柱。国会不得制定确

                                                        
① 〔美〕莱尔·Ｔ·阿尔弗森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Z]． 
http://www.54tsinghua.cn/classic/law/sd/Constit/usalaw/M.1055240914.h0.htm． 
② 叶小文．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的实践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Z]． 
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rqlt/t60320011110203326.htm． 
③ 转引自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之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④ 〔意〕圭多·德·拉吉罗著、〔英〕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欧洲自由主义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1． 
⑤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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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宗教信仰自由在公民自由权中

的重要地位。正如英国阿克顿勋爵在《基督教自由史》中所指出的，“信仰自由

是公民自由不息的本原，而公民自由则是信仰自由的必要条件”。① 

再次，宗教是一项受限制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首先是信仰（思想）上的自

由，从这一角度出发，它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也无需得到法

律的确认。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

如参加宗教仪式、出版宗教书籍、传播宗教等。要使宗教信仰自由确实得到保障，

就必须让每个人享有参加宗教行为的自由。但是，同所有自由一样，宗教行为自

由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它以不侵犯他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宗教的自由为限。

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受限制的权利。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特征 

首先，宗教信仰自由具有普遍性。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它理所当

然具有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德黑兰宣

言》等人权公约都明确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任

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等。这里充分

体现宗教信仰自由的普遍性特征，即它是一项人人享有的权利。如果宗教信仰自

由成为特定集团成员才拥有的权利，那么，它就不再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所有人享有的普遍性权利，而不是专属于特定集团成员的权

利。 

其次，宗教信仰自由具有个人性。宗教信仰是个人依其自由意志的事。恩格

斯说，“信仰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的事情。”②。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个人

性，承认每个人是具有尊严和价值的存在，赋有理性和良知、能够进行道德选择

和自由活动的人，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也是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

缘由。 

再次，宗教信仰自由具有外现性。宗教信仰自由是建立在人的内心活动上，

它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得以外现，才能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否则，当它处于思

想阶段时，除了法律承认个体的人格尊严这一层意义外，并没有其他实质上的社

会意义或价值。因为每个人享有思想的权利，只有当人把自己的信仰通过一定的

                                                        
① 〔英〕阿克顿著；王天成等译．自由的历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50． 
②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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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宗教仪式、传播宗教等方式表现出来，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后，宗教信仰自由具有易受侵犯性。尽管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的普遍权利

之一，但它同时也是 容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之一。梵蒂冈拉约洛总主教曾指出宗

教信仰自由是“ 受蹂躏和压制的权利”①。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自由经常受

到以下形式的侵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非法手段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封闭

或破坏宗教场所及必要设施；禁止或扰乱正当的宗教活动；对信仰宗教的公民进

行威胁、打击、迫害；非法撤销合法的宗教组织，非法剥夺教职人员在各宗教团

体的领导下履行宗教职务的权利，非法阻挠、禁止宗教刊物的发行或者勒令停办

宗教院校；以语言、文字、图案等方式侮辱宗教或宗教团体等。因此，宗教信仰

自由的保护更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理基础 

 

一、自由权 

所谓自由权，是指人民的身体、财产、言论等自由，除宪法规定的范围外，

不受国家侵犯的权利。公民自由权是基本人权的中枢，也是民主政治与立宪主义

的前提。人类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以及所建立的民主宪政体制，都是以人生而自

由平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由权就被确立为一项天赋人权，

公民可以向国家行使不作为请求权，以防止国家的侵犯和干预。 

在启蒙思想家的论著里，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自由权之一。弥尔顿认为，自

由权是人们在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时没有交出去的权利。在社会状态里，人们不仅

有原有的自由，而且还具有公民自由。他强调，“必须有三种自由，即宗教自由、

家庭或个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没有这三种自由，人们简直就不可能愉快地活下

去。” 这里，“宗教自由”就是指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或个人自由”包括婚姻自由、

教育子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公民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斯宾诺莎进

一步发挥了自然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思想。他认为，在自然状态里，人们在情欲和

力量的支配下，具有各种天赋自由。主要是保存自己生存的自由，占有一切事物

的自由，采取一切行动的自由，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自卫和惩罚的

                                                        
① 拉约洛总主教．圣座外长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谈宗教信仰自由[Ｚ]． http://www.catholic-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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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等。人们在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时，转让了一部分自由主要是行动自由，而保

留了大部分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其中包括保存自己生存的自由，占有一切事物的

自由，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等。可见，自由权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法理

基础之一，如果没有确立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则无从谈起。 

在近代立法实践上，美国 1792 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对公民自由权的宪

法保障。在 10 条修正案中，第一条就是涉及 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国会不得

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宗教信仰自由在公民

自由权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从立法意义上而言源自于公民自由

权。正如英国阿克顿勋爵在《基督教自由史》中所指出的，“信仰自由是公民自

由不息的本原，而公民自由则是信仰自由的必要条件”。① 

二、宗教宽容 

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意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

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②在各种论述宽容的文献中，

对宽容问题的讨论 多也可能是 早的，是宗教宽容。 

宗教宽容作为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之一，走过一段艰苦而漫长道路。房龙认

为，人类早期不存在宽容，“在丛林法则下，每个群体为了求生存，都必须制定

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这不过是人

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③正是由于宗教不宽容，西方宗教史曾有过血的教训。

早期基督教受到罗马宗教的迫害，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借宽容之名大肆迫害异端，

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清教徒们到达美洲大陆后却禁止人们信仰其他宗教。血的教训

使得当时人们不断思考宗教宽容问题，直到 17 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才确立

了宗教宽容。洛克认为宽容是充满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宽容是有限度的，超过了

某个限度，宽容即为不明智和非正义行为。另一方面，宽容又是一种“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普遍道德原则。为此，他认为，宗教宽容是指“每个人对宗教都可以

有他自己的意见，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要崇拜的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

教会或任何人或任何权威都没有权利或权力为此去加以逼害。”④血的教训使人明

                                                        
① ［英］阿克顿著、王天成等译．自由的历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50． 
② 大英百科全书（26）．1052，转引自〔美〕房龙著、郭兵等译．宽容．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3． 
③ 〔美〕房龙著；郭兵等译．宽容[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3． 
④ 〔英〕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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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只有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宗教信仰自由才能成为可能，才能真正打破当时

以教会的精神束缚，体现人类思想的自由和个体的真正独立。 

三、政教分离 

所谓“政教分离”，从历史来看，指的是政权与教权的分离、互不干涉。在《新

约全书》中，当不相信耶稣的法利赛人用纳税的事来试探耶稣时，耶稣回答道，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①。此话后来演变为一句西方谚语

——“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常被西方人用来劝说那些神权

国家放弃政教合一的做法、接受世俗主义。 

在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实行政教合一体制，造成了各教会或教派之间的连

年不断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许多有识之士对宗

教与世俗政权结盟作过严厉的批评。洛克 早较系统地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观点。

他认为，宗教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公民的私事，国家对各教会都应一视同仁、平

等相待，实行宽容政策，但教会活动不能危害公共利益，不得反对本国政府，还

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②托克维尔认为，当宗教把它的帝国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一

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时，它便可以获得普遍性；但是，只要它与一个政权结成联

盟，它就必然采取只适用某些人的准则；……宗教只要不分享统治者的物质权力，

就不会分担统治者所煽起的仇恨的后果。③真正从宪法上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的是

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关于禁止国会制定法律确立国教的规定，确

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排除了国家利用政权确立国教并强制

公民信仰的可能，正如杰斐逊所言，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一堵“隔离墙”。 

 

第三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政价值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入宪历程 

“法律是自由的具体体现”。纵观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宗教信

仰自由的关注绝不仅仅停留在法理分析上，而是将宗教信仰自由以宪法规范方式

                                                        
① 马太福音．22：20，马可福音．12：16． 
②  同上，第 2 页． 
③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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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固定，达到保障人类基本权利的目的。但是，宗教信仰自由入宪经历了一段

曲折的路程。早在公元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和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

敕令既承认基督徒，也承认所有的人都有信奉他们所选择的宗教的自由，“任何人

不论他选择什么信仰，均有充分的自由。”①1215 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 1 条

中规定，“教会根据宪章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干扰和侵犯。”②1689 年，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胜利后颁布的《权利法案》第 3 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设立审理宗教事

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③从这

些法规可以看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早来自于各国对一般意义上自由权的

保护。 

世界上第一部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律是由杰斐逊起草的并由弗吉尼亚州于

1786 年制定为法律的《宗教自由法案》，而真正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重要人

权予以宪法保护的是美国 1791 年宪法。在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④二战以后，各国宪法纷纷将宗教

信仰自由作为本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据有关资料统计，在 142 个颁

布宪法的国家中，有 127 个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宗教自由或者信仰自由，只有 15

个国家未涉及宗教信仰自由。⑤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形式也出现

了新的形式，它不再仅是一国宪法的问题，已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受到国际

人权公约的保护。 早涉及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国际公约是 1945 年的《联合国宪

章》。《联合国宪章》确定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

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一目标。《联合国宪章》获得通过为起草一份

世界性人权宣言创造了条件。在随后 1948 年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规

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

教或信仰的自由。”在随后的《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①〔美〕穆尔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2． 
② 何勤华．英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5． 
③ 英国《权利法案》（English Bill of Rights）中英文版[Ｚ]． 
http://www.lsfyw.net/Article/Class90/Class92/200506/3570.html． 
④ 译文见 http://www.tocatch.info/w/zh-tw/151902.htm． 
⑤〔荷兰〕马尔赛文等著；陈云生译．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8．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10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人权公约里，都

确立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

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集会和信仰礼拜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

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

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

利等。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政意义 

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怀表明，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在宪

法文本中的彰显揭示出二者必然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宗教信仰自由的入宪历

程，实质上是宗教信仰自由在 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宗教信仰自由与宪法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

以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具体而言，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使对于一个国

家的法治建设具有如下意义。 

（一）实现公民自由 

每个人都具有人格尊严，都应为其人格负责，受自己天性的驱使去选择宗教

信仰。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强迫任何人违反其良心行事。托马斯·弗莱纳在《人

权是什么》一书中说，“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各种宗教都被作为人类多样性

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受到尊重的社会气氛中，才能得到实现。”①因此，从本质上

说，宗教信仰自由奠基于人格尊严本身，不受任何强制。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

以“维持正统”为名，对教义采取统一解释，限制了人们的信仰自由，要求每个人

信仰特定的宗教。教徒由于被剥夺了对教义的解释权而不可能直接与上帝对话，

这必然导致宗教的垄断和思想的禁锢。宗教信仰自由制度的出现 终解除了宗教

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强制和教会依附，为个人自由特别是心灵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依据自己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行

动，而无须听从特定政策、国家权力以及教会的强制安排。宗教信仰自由使每个

教徒可以选择他认为值得崇拜的神并在生活中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可以按照自

己的理解来与神交流思想和感情，从根本上防止了宗教垄断和思想禁锢带来的心

                                                        
① 〔瑞士〕托马斯·弗莱纳著；谢鹏程译．人权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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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依附。正如汤因比所言，“宗教的领域才能给人们以完全的自由。”① 

（二）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是宗教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心理调节、社会整

合和行为规范上。所谓心理调节是说宗教向人们指出可期望达到的救赎目标和途

径，用以调节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解除人的精神紧张，以取得心理平衡，

有利于社会控制。所谓社会整合是指宗教一方面通过共同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提

供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基础，实现社会意识的统一，同时还通过仪式巩固共同

的感情，增强成员对其群体的崇敬感和依赖感。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信仰人群从

组织上整合形成“宗教共同体”，有助于民族的亲和及社会的凝聚。所谓行为规范

是指宗教通过它的教义、教规和礼仪，教给教徒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形成宗

教独立的自我规范。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是保持政治体制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

一个国家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其他 基本的人权，将影响社会稳定，滋生极

端主义，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并引发暴力冲突。 

（三）促进民主政治 

宗教信仰自由不仅与发展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促进其它基本人权息息

相关。由于宗教信仰自由具有“背景性权利”的性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实现必将

同时对公民的思想自由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

自由等予以保护，从而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政府通过法治保护这些与宗教信

仰自由 密切相关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民主发展的温床，不仅有利于推进民

主体制和民主程序，还可弘扬民主风气， 终发展成 高的自由——政治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原则是政教分离，要求宗教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并排斥国家

权力对宗教信仰的任何强制，有利于国家法治的发展。

                                                        
①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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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与诉求 

 

第一节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一）立法保护 

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 36 条明确规定公民的这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

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

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除宪法外，在我国的许多法律中，都有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

视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公民的相应条文。如《选举法》、《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兵役法》、《劳动法》等规定公民不因宗

教信仰而被剥夺相应权利或义务，在《民法通则》、《广告法》、《教育法》、《义

务教育法》等法律还规定了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广告、

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等内容。 

同时，中国政府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政府已加入 21 个国际人权公约①。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上，

我国法律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一致，并得到实行。 

（二）司法保障 

司法保障不仅是体现宪法至上的途径，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②在

这个方面，我国对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惩处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

                                                        
① 见：2004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Ｚ]．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24/20050708150624.htm． 
② 见：朱福惠．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护观解析[J]．中国法学，200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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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主要是指违反法律规定，采用暴

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方法，制止某人信仰宗教，加入宗教团体，或者强迫其放弃

宗教，退出宗教团体；或者强制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或者用上述方法破坏

宗教活动等等。在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认定上，其行为方式包括以暴

力、胁迫或其他非法手段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破坏宗教场所、扰乱正当的宗

教活动等行为。 

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

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

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

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

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近年来，中国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了若干起违反国家有

关法律、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案件，对责任者予以惩处。这些标志着我国公

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已有了较好的司法保障。 

（三）行政保障 

在行政保障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并

设立了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寺庙教堂的合法权益，同时依法对宗教事

务进行管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 

1994 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两个专门性法规，2004 年在《宗教活动场所

管理条例》基础上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

例》，对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的宗教活动进行明确规定，对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此外，国家宗教事务局还制定了 5 个部门规章，主要有

《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

年度检查办法》、《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已经有近 2/3 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颁布了 55 件综合或单项的宗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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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政法规和规章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较好的行政保障。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 

无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

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宗教信仰活动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只

有将宗教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证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的实现。在国际人权文件和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都规定了一些限制

性条款，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第 3 项规定，“表示自己的

宗教或信仰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

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的限制。……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

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在我国，对宗教

信仰自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 

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公民的一项义务。宪法第 51 条规定，“公民行使权利

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宗教信徒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信教公民的利益

也应以不危害全体公民的利益，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首先，宗教

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有关行政

法规和政策中也规定，在宗教活动中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 

其次，禁止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国家分裂。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

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往往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交织状态，

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可能直接导致民族纠纷，损害民族团结。宪法第 52 条规定

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 54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这就要求广大

信教公民不得在不同教派、不同信徒之间制造纠纷，煽动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

危害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对于个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企图颠覆政府、分

裂祖国的犯罪行为，依法给予法律制裁。 

再次，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国的佛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教在历史上均由外国传入，与境外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曾经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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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力控制和利用。特别是天主教，它在近代史上就曾被殖民主义所利用，在解

放后，梵蒂冈当局还企图通过控制中国天主教，将中国天主教会纳入梵蒂冈的“道

统”体系，达到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目的。为此，我国宪法第 36 条第 4 款规定:“宗

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2004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 4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不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支配。” 针对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

来的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情况，199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

例》，规定了外国人在我国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以及我国宗教团体

与境外组织的交往规范，旨在保护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境外势力的支

配。 

（二）不得违反社会公共秩序 

社会秩序是人类赖以生存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前提。它所包括的各种行为

规则是国家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将必然带来国家

动荡和社会混乱。为此，我国宪法第 3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对于信教公民来说，宗教活动以不得破坏社会秩

序为前提。首先，禁止宗教势力干扰国家司法、行政。不得利用宗教干涉国家诉

讼，更不得私设法庭，擅自做出处罚决定，“私了”各种民间纠纷。 

其次，禁止宗教势力制造各种纠纷，破坏社会稳定。禁止在不同教派之间、

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制造矛盾冲突，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安定团结。禁

止私设聚会点，传播邪教及异端邪说，干扰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造成社会混

乱。 

再次，禁止宗教活动中的摊派勒捐行为。除政府拨款修建寺观教堂外，不得

动用国家或集体的财产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对于群众自发筹款修建的也要加以引

导管理。 

（三）不得损害公民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 51 条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和权利”。公民的宗教活动如果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对被侵犯的公民来说

就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法律保护的是全体公民而不是一部分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律禁止建立在损害其他公民利益基础之上的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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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不得侵害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宪法第 36 条第 3 款规定，“任何人不得

利用宗教进行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在宗教活动中如果发现骗财骗色、非

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甚至致死人命等现象，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惩处，违反国家《刑法》的，由人民法院依法

对其做出刑事制裁。 

其次，宗教活动不得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宪法

第 36 条第 3 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义

务教育法》第 16 条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这是

由我国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教育制度所决定的。宗教不得干预教育，不允许强

迫任何人特别是 18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出家或到寺庙学经。 

（四）依法登记并在宗教场所活动 

1991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

《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由我国公民在本国境内组织的各宗

教县级范围(含县级)以上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宗教社会团体，均依照本办法的规

定，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登记前需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在依法

登记的基础上，必须在宗教场所活动。首先，宗教必须依法活动。宗教活动应当

在合法传教场所内进行，对此必须满足法定条件：有固定的场所和名称、有经常

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

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有管理规章、有合法的经济收入。 

其次，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

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第六部分明确指出:“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不应当在

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宗教组织或宗教徒不得在宗教活

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布道和传教，宣传有神论，举行宗教聚会，或者散发宗教

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以防止各个宗教之间以

及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发生争执，避免因对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而造成公民

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再次，传教人员应当合法。传教者应当是我国向政府申请登记并获得批准的

合法宗教组织内部的宗教教职人员，如牧师、阿訇、方丈等，对于自封传道人的

传教布道活动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传教活动应坚持制止。同时，根据我国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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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教会的原则，外国人不得在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另外，还对捐赠、外国人宗

教活动和宗教结社进行规制。根据上述规定，未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

的宗教团体属非法组织，其活动属非法活动，在国家法律禁止之列，应依法取缔。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缺陷及原因 

 

一、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缺陷 

（一）法制不统一 

从现有宗教立法来看，宪法从原则上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相关

法律也有提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但都是抽象的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

于我国没有宗教基本法，对于诸如宗教活动主体资格、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确认、

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等宗教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并没有

统一规定。在实际过程中，以行政法规、地方性规范和宗教政策来管理宗教事务，

法出多门，造成不同层次的宗教规范在适用上产生冲突和矛盾，不利于国家的法

制统一。宗教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依此难以切实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

权。地方性法规、命令缺乏系统性，不同地方制订的宗教法规有许多不同之处，

同样的宗教事务以不同的法规来管理，不同的问题却作同样处理，使得处理结果

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容易造成管理混乱无序现象。比如，在宗教的认定上，

新疆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没有对宗教的外延进行限制，而黑龙江的《宗教事

务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社会公共事务。”其他

省份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大都把宗教限定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由此可见，在新疆的合法宗教在黑龙江不一定合法，黑龙江合法的宗

教在其他省份不一定合法，容易导致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侵犯。 

（二）立法落后 

虽然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相关宗教管理的法规和规章，

但在我国的法制建设全局中仍处于滞后、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立法技术不成熟、

立法内容不规范、效力层次比较低、可操作性差四个方面。立法技术不成熟主要

体现在结构、内容、概念、措词等方面。一部完备的法律，必须做到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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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完整、概念准确、措词精当。我国的地方宗教立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达到应

有的立法水平，有的还是不顾本地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外地法规，因循模仿而成

的，这导致有的地方立法因严重脱离实际情况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现实中毫无效

用。无论是地方性法规还是政府规章，甚至是《宗教事务条例》，在立法内容上

还不够规范。有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甚至缺少诸如法律责任问题、法律程序问

题、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与教育问题等重要章节条款，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宗教、

邪教、宗教信仰自由等缺乏科学界定。当前，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基本上以行政法

规以及大量的政策为主，效力层次还比较低。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两部行政法规

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长期不被重视，导致宗教领域还没有完全进入依法管理的

轨道，在很多方面沿袭着过去的依政策管理的模式。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大量引

用政策性条文，宗教管理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相去甚远。

可操作性差是指行政法规规定条款比较简单，内容比较笼统，针对纷繁复杂的宗

教工作形势无可奈何。如原《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一条和现《宗教事务条

例》第三条都规定“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没有

提供明确标准，加上不同宗教的活动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标准。宗教事务管理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突出，法规的严肃性打了折扣。 

（三）行政保护不力 

我国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加强了行政执法力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但从现状来看，还有许多不足。第一，执

法部门权力过大，干涉宗教的自主权。为了管理宗教事务，我国各级政府设立了

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

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相关的法规、行政命令及政策。在实际过程中，宗教事务

部门的权力过大，如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宗教组织内部的领导班

子与人事安排必须征得宗教主管部门的同意，大型宗教活动必须得到主管部门的

批准，宗教团体的财务与财产使用情况必须受宗教主管部门的监督等。这种以行

政管理手段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这是

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一大障碍。第二，以行政法规来调整宗教法律关系

也有不妥之处。根据 2001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第 31 条的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者做出补充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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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务院解释。行政法规的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那么，行政法规的立

法者可以以解释法规为由，改变法律条文，而不受宪法约束。管理者与被管理着

在行政法规面前地位不平等，前者超越法律行使权利，这样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

与正义，有损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第三，行政执法体制还不协调。从执法主体看，

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并不是合法主体。在地方体制改革中，各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

有的已不属于政府序列，有的则列入统战部门，这些部门已不是行政机关，因而

也就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处罚必须由具有实施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而我国

的一些宗教法律、规章明确规定宗教事务的执法主体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这违

背了行政法的有关规定。从执法情况看，绝大多数宗教违法行为发生在宗教活动

场所之外，只有极少数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涉及，这就产生了执法中的

一些难点。宗教法规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外国人和港澳台地区居民触犯宗教法规的，主要由公安部门处理。事实上，由于

违反宗教法规的行为，具有非连续性和不可预见性，致使有些违法行为不能得到

及时制止和处理。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有权执法的部门包括公安、消防、海关、

工商、税务、出版、文化管理、市政、规划以及街道、乡政府等十几个部门。由

于宗教的特殊性和宗教事务的专业性，许多部门在对宗教事务执法时都较为谨

慎，造成宗教活动中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无人过问，出现了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导致现有的宗教执法体制与普通行政执法体制不够协调。 

（四）司法救济薄弱 

权利总是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无救济则无权利，因此赋以遭到侵害的宗教信

仰自由救济途径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保护的 后屏障。其中，司法救济是

所有救济机制中 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侵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

救济还比较薄弱。第一，对违宪的法规、规章缺乏必要的审查。下位法不能限制

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而只能规定公民权利实现的合法方式。宪法规定了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法规、规章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些法规、规

章的合宪性应当受到质疑。以 1997 年 12 月施行的《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为例，

该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

基督教。”第 16 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跨县（市、区）或者跨市（地）主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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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应当经其所属的宗教团体和主持宗教活动所在地的县（市、区）或者市

（地）宗教团体同意，并由有关宗教团体报县（市、区）或者市（地）宗教事务

部门备案。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省主持

宗教活动，应当经本省有关宗教团体同意，并由该宗教团体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备

案。”依据这些规定，公民不准信仰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教职人员不能擅

自跨区域进行宗教活动，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这有背于宗教信仰自由的

含义，限制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而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深受传统

权力观念的影响，随着法治社会的进程暴露出一些问题，使得宪法权利无法得到

保障。①第二，缺乏国际人权保护。“二战”以后，国际人权法的产生使我们开辟

了人权保护的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人权的国际保护。我国是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约

国，公民在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严重侵害时，如果穷尽了国内所有保护手段得不到

国内法律的及时救济，国际人权保护不失为 后一道屏障。但在人权问题，政府

历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外国或人权组织以人权为由干涉内政。需要注意的

是，我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都没有接受公民个人有向有关保障国际人权公

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的条款，国际人权保护无法发挥其作用。 

二、存在缺失的根源 

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保护问题上存在缺失，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 

（一）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宗教信仰的复杂性是存在缺失的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多信仰，多宗教的国

家，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的特点。第一，宗教逐渐走向

融合。几千年来，虽然不同宗教之间存在争论和抗衡，但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

响，各宗教走向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佛教传入中国时，曾主张“沙门不敬王者”，

与传统文化中君臣、父子、夫妻伦理相违背，一度遭到严厉批判，引发“夷夏之

争”， 终佛教还是妥协于传统观念，把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佛教的善恶标准纳

入自己的教义，以得到民众的认可。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时，借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主”指称上帝，在教义上主张与儒家融合，得到官方的支持。

清初由于禁止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导致“礼仪之争”， 终落下百年禁教的下场，

                                                        
① 朱福惠认为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违宪审查的 后决定权模

糊、行政层级关系监督干扰违宪审查权的行使和对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不够重视。见朱福惠．我国违宪审

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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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华传播陷入低潮。我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并没有发生大的

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这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西方正是因

为历经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才寻求宗教之间的宽容，然后才确立宗教信仰自由

的思想。因此，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并没有引起广泛的

社会注意和讨论。第二，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强。中国的宗教信仰通常带有明显的

功利主义色彩，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获得“救赎”，而是获取现实利益（如祈福、

消灾等）的手段。这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宗教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无论信教与

否，主要是从个人家族的或国家社会的利害关系上着眼。由于缺乏纯粹的宗教信

仰，公民思想中也没有形成强烈的宗教信仰自由观念，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被侵犯

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三，宗教与其他问题互相交织。中国的宗教问题往往与

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宗教在许多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信仰，对这些

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

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因此，有关部门在处理宗教信仰

自由问题上过于谨慎，有法不依，消极处理的事时有发生，没有切实保障公民的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凸显出来。 

（二）政教关系的特殊性 

政教关系的特殊性是存在缺失的现实原因。从我国宗教历史上看，外来宗教

传入中国后，面临一个与世俗政权发生关系的问题，与西方中世纪不同，我国历

史上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并不是来自于某宗教的册封，反映在政教

关系上，教权从属于政权，宗教为谋求发展不得不借助于世俗政权的支持。而历

代皇朝对宗教的政策都是既扶植又约束。一方面扶植宗教势力为政权的稳固服

务，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与专制皇权相抗衡。总的看，中国历史上没

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教冲突。中国的宗教问题是直接由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引发

的，比如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等反佛事件，并不是因为对宗教教义理解的分

歧，而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文化优越感等引起的。①这与西方那种由信仰禁

锢产生的宗教问题，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这种政教关系延续到今天，形成了政

府指导宗教的独特政教关系。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家承认宗

教，政府积极管理宗教事务，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与西方宗教信仰自

                                                        
① 见：〔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转引自：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27．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22

由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不同，也正是在政府积极管理宗教事务下，才会出现各地

法制不统一，以低级法（行政法规或政策）替代高级法处理宗教事务的问题。 

（三）秩序本位观念 

秩序本位观念是存在缺失的根本原因。法律的 大价值追求是自由与秩序。

人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人的个体性价值追求就是自由，通过规范来保

障自由，便形成了法律权利。人的社会性追求就是秩序，通过规范来保障秩序，

便形成了法律义务。虽然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但是我国传

统的秩序本位的观念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实践中仍然发

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法律实践往往会有意无意的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

工具，立法、执法的出发点是如何使国家权力得到实现，如何实现管理，而不是

更好的提供服务。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国家更多地强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

发管理宗教事务，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保证秩序的实现而不惜侵犯公民的个人自

由。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缺乏操作性，而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却十分严

格。根据学者马岭的研究，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多达八个方面：① (1)

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得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2)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3)宗教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现行政治

制度；(4)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社会秩序；(5)宗教活动不得干预国家教育；(6)宗教

活动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7)宗教团体必须依

法进行登记才能进行宗教活动；(8)宗教活动需要在法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其中有些限制并非以宪法 、法律的形式出现，而是出现在行政法规和大量的政

策性条文中。在秩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国家为了保障国家职能方便快捷的实施，

有时把公民的权利看作可有可无，或者直接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作是国家对公民

的恩惠和赏赐。 

 

第三节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诉求 

 

一、经济诉求 

从国际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人权问题逐步世界化，它不再只受本国法

                                                        
① 马岭．论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J]．法律科学，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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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也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维护，乃至一定程度与范围上受制于国际社会权

力和超国家权力。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加重了各国对某些共同问题的普遍关注，然

而固有的文化差异和政治经济现状使得各国对自由权利的看法存在差异。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法律将逐步趋向于统一，从而形成有的学者所说的世界法。

世界法以人权为根本价值取向，人权是它的“宪法”，人权的重要事项和普遍原则

将适用于全法域。这就要求我国的法治必须适应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中国宪政

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要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否则就难以立足于当今及未来的

宪政和法治世界。因此，作为当今人权体系中重要一环且有着普遍人权性征的宗

教信仰自由，应当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加以明确保障。 

从国内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更多的宗教信徒日益注重经济利益与宗教的关系，不再将

宗教信仰与苦力修行等同起来。而宗教文化商品化则是经济生活变化对我国宗教

状况影响的又一表现。虽然对宗教团体、组织及教徒个人的保护体现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但目前重点应落在对经济利益的保护。以往寺庙或教堂的

收入来源于国家的补贴和施主的捐赠，如今，许多寺庙、教堂大胆起用商品经济

意识，通过门票和纪念商品的出售来改善收入。我国税法对这类收入有免征税的

优惠政策。但是，随着寺观教堂这类特殊主体日益介入经济社会，宗教信徒和宗

教团体越来越多的参加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当中，财产权利的存在方式也越来

越多，对他们的财产权利的保护也就更为迫切，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只与税收

有关。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利益关系要求加大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 

二、法律诉求 

国际人权公约要求我国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对该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凡未经现行立法或

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应承担按照该国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

制定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之权利的义务。作为缔约国，

我国必须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应当承认，虽然我国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离国际人权公约还有一定的脱节，宗教信仰自由的基

本人权地位还未完全体现。如《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

歧视宣言》，它要求有关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应着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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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下列各种自由：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之自由以及为此目的设立和保持一些场

所的自由；有设立和保持适当的慈善机构或人道主义性质机构的自由；有适当制

造、取得和使用有关宗教或信仰的仪式或习惯所需用品的自由；有编写、发行和

散发有关宗教或信仰的刊物的自由；有在适当的场所传播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有

征求接受个人和机构的自愿捐款和其他捐献的自由；有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

标准，培养、委任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人的自由；有按照自己的宗

教或信仰的戒律奉行安息日、过宗教节日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有在国内和

国际与个人和团体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联系的自由。通过比较发现，其中

一些条款在国内法律并没有得到体现。 

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也要求加强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从党的“十五

大”到“十六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由此，法治取得了宪法规范的效力。法治的核心是宪

治，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

丧失其社会有效性”①。因此，在法治建设的历史潮流下，只有将宗教事务纳入法

治轨道，才能谋求宗教事务管理的长期稳定，才能满足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对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宗教财产保护的合理预期，才能为宗教纠纷、矛盾的 终

处理寻求可确定的指引，进而也有助于国家的综合治理与长治久安。 

三、政治诉求 

构建政治正当性要求加强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政治正当性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概念之一，指关于“统治者”依据什么理由说明他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被统治

者”又依据什么理由认为应当服从这种统治的道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政

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正当性问题。②从古代到现代，任何政府都面临这一问

题。在古代，人们直接从上帝或者自然法那里寻求政治正当性，随着启蒙运动的

发展，政治正当性逐渐由神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人民同意成为现代政治正当性

的基石。人民同意首先要求主权在民，强调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只有个

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得到承认和保障时，政治（统治）才具备政治性。就我

                                                        
① 〔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5. 
② 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J]．厦门大学学报,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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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而言，其正当性被往往被描述成为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不得

危害社会，因而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实际上，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正当性应

当源于公民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的自主性，即基于公民的良心和尊严，自由地

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并参加宗教活动。 

宪法是关于政治正当性的一套制度安排，宪政的核心是解决政治正当性问

题。为此，在建设宪政文明过程中，政治正当性要求国家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

法律保护，真正从公民的自主权出发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保障这一基本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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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第一节  加强宗教立法保护 

 

一、确立立法原则 

（一）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是宗教立法的首要原则。一方面，它要求宗教立法要体现

社会主义法律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

国的宗教状况和宗教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宗教立法中应具体体现出社会

主义法律的性质、使命和根本目的，展现其优越于过去一切法律制度的特点，充

分显示出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它要求宗教立

法要体现法治原则。从形式意义上看，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制定相关法律和运行机

制，与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建立完备的科学的宗教法制体系。从实质意义上看，

法治原则要求体现“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

原则和精神，即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二）符合国际公约原则 

我国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对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作了明确规定的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必然要履行必要的义务。这些公约中有

关宗教信仰问题的下列法律规定，对我国的宗教立法和宗教政策具有约束力。为

此，在宗教立法方面，我国要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中反映这些国际宣言或人权公

约的基本精神、原则和要求，尽量做到国内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相符合。 

（三）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一方面，对公民而言，在享有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为此，在宗教立法中，既要

明确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又要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界限，即宗教

信仰自由的行使不得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不得扰乱社会秩序，不得违背公共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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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得损害公共卫生和健康，以及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等。宗教信仰自由

权必须依法行使。违背以上规定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另

一方面，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而言，其所履行的职权也是职责和权能的统一。“权

能”保证管理宗教事务的主体有资格和能力进行管理，“职责”要求管理宗教事务

的主体承担法律、法规赋予的任务，并对自己的管理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在宗教

立法中，应当要明确权力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把

政府置于法律之下，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同时，治理好国家、社会。 

（四）技术精良原则 

宗教立法既要做到总体结构科学、合理，逻辑体系严谨，条款表述准确，遣

词造句规范，理论依据充分，还要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宗教立法

的目的一是使宗教事务进一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事务的管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而各地宗教事务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所

以，全国性、综合性的宗教法规必须着眼全局，较为宏观，而地方宗教立法则应

该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为此，在宗教立法工作中必须坚持民主原则，

多听取地方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的意见，听取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 

二、界定基本概念 

从国外宗教立法来看，许多法规都界定了基本概念。如布里亚特共和国宗教

法（草案）中第一条就对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自由、新教派类型、外国宗教组

织、传教活动、圣洁之地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①反观我国现有的宗教法规，还

存在概念模糊，操作随意的问题。为此，必须把宗教立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客

观地给予科学、严谨的界定，明确其内涵与外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宗教立法的

规范化。 

（一）明确宗教的内涵和外延 

对“宗教”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宗教立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属

于基础概念，其他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等概念都

与它不无关联。长期以来，我国宗教政策只承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和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世界宗教多样化趋势直接冲击

到我国。境内外国人信仰的宗教不一定都属于上述五种宗教，他们信仰的宗教以

                                                        
① 郑天星译．布里亚特共和国宗教法（草案）[Ｊ]．宗教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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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宗教活动是否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新兴宗教作为传统宗教的发展，能否取

得合法地位？因此，应在宪法或宗教法规中对宗教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相应规定。 

宗教从哲学本质上看，是指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

幻想的反映。但法律术语的界定不能简单套用哲学术语。法律上应如何对宗教进

行界定呢？美国的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美国 高法院早在 1890

年对“宗教”一词做出解释，认为宗教“指的是一个人对他与他的创造者的关系的

看法，以及这种关系所要求的对创造者的存在和本质表示敬畏，并对其意志表示

服从的义务。”①随着宗教多样化的发展，1965 年， 高法院认为宗教是对“终极

实在”的信仰，在解释国会法案中的宗教定义时，汤姆·克拉克大法官代表 高法

院作了下列的新阐述:“国会使用‘终极实在’一词而不是‘神’的称号，只是为了阐明

有关宗教的传统含义，以便包括所有宗教，并排除那些基本上属于政治的、社会

学的或哲学的思想。检验一种‘涉及终极实在的信仰’的标准，就是看这种虔诚的

有意义的信仰是否与正统的神灵信仰一样，在信仰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目前，美国的联邦法庭和州立法庭一般都接受了上述 高法院对宗教的司法

解释。认为，宗教存在四个标准，首先，必须有在信奉者生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

对神的信仰或某些相当的信仰；其次，必须有超越个人信仰的并非纯粹主观的道

德规范；第三，必须有信仰者组成的社区；第四，必须有令人信服的对信仰的虔

诚表现。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宗教立法时，应当以概括方式抽象出宗教

的法律概念，以克服列举方式的不周延性，同时也应辅以列举方式，即将我国现

存的宗教种类予以列举，这样既为新宗教类型的出现留有余地，又便于明确区分

宗教与邪教。 

（二）区别宗教与邪教、民间信仰 

邪教是新兴宗教的变种，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在规范宗教内涵外延

的同时，还有必要对宗教与邪教的界限应予以明确，以利于执法操作。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宗教政策变得比较宽松之后，我国的新兴宗教大量出现，其中包

含通过附会佛、道、基督或借用气功养生之名的邪教，它们有的歪曲宗教教义，

制造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有的利用迷

                                                        
① Otish·stephens,Johnm·scheb: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3.741 转引自许

列民．论美国 高法院对宪法“自由信奉条款”的司法解释[Ｊ]．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6）．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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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

生产秩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深恶痛绝，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依

法惩处。因此，必须界定宗教与邪教，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惩治邪教犯罪。 

1999 年 10 月 高法院和 高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

组织犯罪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 1 条将“邪教组织”定义为“冒

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步迷信邪说等手

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解放后，我国出

现的邪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国内土生土长的邪教，主要有“灵灵教”、

“全范围教会”和“门徒会”等。二是从境外渗入我国的邪教，主要有从 70 年代末

陆续渗入的“呼喊派”、“统一教”、“新约教会”、“天父的儿女”、“王国聚会所”、“达

米宣教会”、“三班仆人派”、“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等。三是从邪教内部派生

出来的邪教，主要有“新约教会”派生的“血水圣灵”，“呼喊派”派生的“常受教”、“被

立王”、“主神教”、“实际神”、“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借养

生之名骗取钱财的气功组织①，也可以纳入邪教范围，如“法轮功”（法轮大法）、

“中功”（中华养生益智功）、“香功”（中国佛法芳香型智悟气功）等，这些气功

组织鼎盛时期信徒有近千万，组织遍布全国甚至发展到境外。为此，一些内部文

件曾列出“十四种功”和“十四种教”作为邪教组织加以防范或打击、取缔，有助于

确立邪教的外延。 

在中国特殊的宗教信仰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民间信仰。根据杨庆堃在《中

国社会与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制度型宗教”与“扩散型宗教”概念。中国民间信仰

属于“扩散型宗教”，意指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中的，通常以家族、宗亲、乡村

为单位的，影响着社会上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

为的信仰体系、仪式体系和象征体系。如何处理中国民间信仰呢？许多人包括一

些宗教事务专职管理人员都难以分清其与宗教的界限，尤其对以宗教活动为借口

的民间信仰难以分辨。葛兆光在《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中提到一位宗

教局局长的困惑，“民间信仰，该算在哪一个宗教里头？上面规定他的管辖范围

只是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碰上这些民间流传的种种信仰与活

动，他不知道算不算他的管辖范围，也不知道该当做迷信来一批了之，还是该当

                                                        
① 根据柯云路的统计，中国共有 275 人计 262 种功法。见柯云路．中国气功大趋势[M]．北京：新华出版

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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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宗教来让它‘信仰自由’。”①对此，宗教法规应对民间信仰进行界定。应承认民

间信仰的宗教身份，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同时，由于民间信仰不同于其他制度性

宗教，在管理上应有所区别，② 因此，应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对其相对固

定的组织人员和集中的活动场所进行登记备案，对涉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重

大活动加强管理。 

（三）界定合法宗教活动 

对宗教活动的规范是各国宗教立法的重点内容，我国只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而对国内各种宗教活动如何调整，则缺乏

相应的法律。《宪法》第 36 条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对于什么是正常

的宗教活动，宪法没有明确指出，在相关行政法规中，正常宗教活动是指信仰群

众在宗教职业人员的组织下，按照各宗教的教义所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本身没

有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具体是指教徒在宗教

活动场所内(包括开展宗教活动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固定场所)进

行的祭祀、诵经、烧香、礼拜、讲经、布道、弥撒、受洗、受戒、终傅等活动。

把正常的宗教活动纳入法律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用法律来规

范“合法”比政府部门来判断“正常”更能体现法治精神。因此，在宗教法规中应对

合法宗教活动进行科学界定，可以说，凡宗教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违背宗教

团体成立的宗旨，不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就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应受法律保护。 

三、健全宗教法规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有关宗教信仰法律体系的完

善。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得到法律保护以及受保护的程度，主要看此权利诉求是否

有法可依，是否能够得到救济。 

（一）修改宪法条文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每个条款都应该是严谨、慎重的。从现

行宪法来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第 36 条）并不够严谨，有抽象与

                                                        
① 葛兆光．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Ｊ]．寻根，1996，（5）：18． 
② 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属于“万灵崇拜”及“多神崇拜”，并从固定的组织机构、至高无上

的崇拜对象、完整哲学体系、神职人员、教规戒律、固定场所等十个方面对民间信仰和宗教进行区别。见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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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之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缺乏操作性。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通过修宪保

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①具体而言，修改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有以

下设想。 

首先，“宗教信仰自由”的措辞和内涵值得商榷。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宗教

自由”的提法，采用“信仰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措辞的国家较少，但这些国家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并

没有进行界定，在相关法规政策中，宗教信仰自由被理解为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这实际上是对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解释，容易造成的理解上的歧义和操作

上的困难。为此，宪法应该明确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为维持其信仰进行宗教

实践的自由，即实践其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一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其次，政教关系没有界定。当前世界上政教关系主要有政教分离、政教合一、

确立国教、国家与宗教互相独立、国家指导宗教五种模式。其中采用政教分离，

禁止设立国教的国家有 21 个，如美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宪法一般都

规定：国家不支持、禁止和歧视任何宗教；国家不征收宗教税，也不向宗教组织

提供任何形式的财政支持；政府不设宗教事务机构，也不干预宗教组织的事务；

宗教组织不受政府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干预国家的司法、行政和教育；政教关系

完全由法律调节等。国家指导宗教是指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

家承认宗教；国家行政部门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入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国家指导宗教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宗教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

领导，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必须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国家财政

对宗教给予一定的资助，每年拨出一定的费用，用于重点寺庙的维修。禁止宗教

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共公教育。这种政教关系是历史

形成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如政府领导宗教可能会使宗教问题变得更为复

杂，政府对宗教的资助会增加财政压力，甚至导致反向歧视。通过对不同政教关

系模式的比较，发现能够 大程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是政教分离模式。约翰斯

通在《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排列成从“纯粹的神治”到“极

                                                        
① 如：刑天道．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修改宪法第 36 条[Z]， 
http://www.aiyan.org/Chinese-GB/aiyan8/Constitu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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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的谱系，处于中间位置的是政教分离。①为此，从建设法治社会角度看，

在宪法中明确政教分离原则，为国家权力在处理宗教事务时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

是极为必要的。 

综合考虑，为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宪法 36 条应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及实践其信仰的自由。国家实行政教分离。”  

（二）制定宗教法 

制定宗教法不仅是统一宗教法制、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需要②，而且是实行

依法治国方略，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的必然要求，也是

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需要。制定法律以管理宗教事务，保障公民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当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存在法制

不统一、效力等级低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部全国性的宗教法。根据 1998

年北京市“北京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情况看，在被调查的对象

当中，有 83%的一般信教公民和 100%的教职人员与宗教管理干部认为有必要制

定一部《宗教法》。③宗教法的制定应以宪法为根据，对宗教和与宗教有关的问题

和工作做出系统性、整体性的规范，使整个宗教工作有法可循。其立法宗旨应是

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和宗教平等权，保护信徒的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自

由权利，保护宗教团体在人事、经济上的自主权。在内容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与否，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及宗教文化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和作

用；特定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传统在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功

能；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义务；宗教活动的法律限度；宗教组织的设立与解散、

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等，宗教团体的财产问题如宗教法人，宗教慈善事业；涉

外关系；宗教活动场所的建造、维护费用、登记管理。宗教团体财产经营活动，

减免税收；法律责任等。从目前来看，尤其要在设立宗教法人制度和明确宗教信

仰自由与法律义务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设立宗教法人制度。对宗教团体进行登记，予以法律认可，并由此产

生较为稳定的法律关系，使被登记组织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得到法律的充分

保护，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甚至优惠，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用做法。各国宗

                                                        
① ［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已故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说，依法治国，没有国家 高权力机构通过的宗教法作基础，单项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再多，也不能形成有关宗教的法律体系． 
③ 见 http://www.bjpopss.gov.cn/xxgl/xmk/156.htm． 



第三章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33

教团体登记管理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一般的法规对宗教团体进行登记

管理，二是以专门的宗教团体法进行登记管理。其中，宗教法人制度严格按照宗

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对于宗教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作了明确规定，是一部比

较成熟的调整宗教团体的法律。我国也可以考虑设立宗教法人制度，加强宗教管

理。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依法需要办理法人

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宗教法人对于维护宗教团体的权利，确

立宗教团体的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设立宗教法人制度上应包括：宗教

法人的一般原则，包括宗教法人的界定，管理宗教法人的国家机关，宗教法人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宗教法人的设立、变更、合并、解散；宗教法人事务的管理，

指宗教法人的章程，法定代表人的设立，财产的处分，财务管理；法律责任，即

宗教法人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等内容。 

其次，明确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义务的关系。宗教信仰自由与其他人权一样，

必须受到应有的限制，宗教自由在宪法中的位置，不能逾越公民的其他权利和义

务，人民不能以宗教信仰而拒绝法律义务。从各国法律实践看，主要有义务教育、

免服兵役、向国旗致敬、社会治安、信仰公开宣誓、纳税等法律义务与宗教信仰

产生冲突。以义务教育为例，目前各国对公立学校是否开展宗教教育有两种看法，

一是公立学校一律不准进行宗教教育（如美国、日本、韩国等），二是公立学校

必须进行宗教教育（如英国、德国等）。我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宗教与教育分离，

但对于未成年人是否接受宗教教育问题缺乏界定。有的地方允许儿童可以与父母

一起参加宗教生活，有的地方规定无论任何信仰的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都属非

法。从国际人权公约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基于宗教或

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都规定儿童的宗教教育须以 能符合

其利益为准，决不能损害其身心健康或全面发展，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根据他

们的宗教或信仰，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教育来安排家庭生活。

而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进行无神论教育，未成年人必须接

受义务教育。如何处理儿童基于宗教信仰而拒绝义务教育的情形，在相关法规上

并没有规定。美国 1972 年的“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以法益平衡的观点来决定公

民宗教信仰的法律豁免，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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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在宗教立法中，我国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及其所体现的国际

社会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主流认识，正确规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法律

义务的关系。 

（三）修改制定配套法规 

仅靠宪法和宗教基本法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法律保护是不够的。当前，要根

据宪法和宗教基本法，对照国际人权公约和《立法法》的规定，抓紧修改制定相

关法规，使宗教法规配套。首先，调整现有法规。要针对宗教立法少的特点，对

现有法律进行调整，增加有关宗教事务的条款。如抓紧制定《关于宗教教职人员

的规定》、《宗教院校管理办法》、《宗教组织管理条例》、《宗教法人法》等配套单

行法律、法规，在民法中增加保护宗教财产、知识产权等条款。 

其次，提高法规位阶。根据《立法法》第 7 条规定，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定，而基本法律是指调整和解决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

义的社会关系和问题。无疑，宗教立法正是调整和解决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

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关系和问题。因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宗教立法权，

对我国目前已颁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修改，将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转变

为法律，进一步提高它们的位阶效力。通过宗教立法，把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化、

条文化，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教、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犯

罪，规范政府宗教部门的行政行为。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多层次、覆盖面较广、

与国际人权立法相适应的宗教法律体系，使整个宗教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 

 

第二节  健全保护救济体系 

 

一、加强行政保护 

（一）确立指导思想 

良好的政教关系，要求政府对宗教的社会作用有正确估计，制定出符合国情

的宗教法规政策，宗教团体对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采取认同态度。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宗教界社会参与意识不断加强，参政议政能力不断

提高，政府应加强引导，鼓励和指导正常的宗教活动，不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当前党的宗教政策，也是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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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 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公民只要爱国、遵守宪法，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人

民政府就会给予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对于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利益、破坏

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加以限制和打击。 

（二）加强协调管理 

我国宗教管理主体包括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宗教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调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确立主管、协管责任，在防

止执法上的真空地带的同时，更要防止“积极”执法，避免伤害公民宗教情感，侵

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要完善行政执法的环境。区分对象加强宗教信仰自由方面

的法制宣传教育，对于基层党政干部要开展宗教法律规章的普法宣传工作，对于

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侧重于用法、执法教育，对于宗教

界应注重守法、用法宣传，确保宗教活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使

宗教界自觉运用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广大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进行学

法、懂法教育，树立起基本的法治观念。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减轻执法过程中的

障碍和阻力，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执法环境。 

（三）实行间接管理 

在宗教领域而言，政府对宗教事务应采用法律手段予以调节、规范，而不应

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控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法治国”意味着首

先必须依法治理好国家机器及其官员，即首先必须依法治权，把政府置于法律之

下，依法管理好管理者本身，建立起能切实有效地防止将管理者的个人意志上升

为管理的准则的机制，然后才能管理好宗教事务。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改变

过去积极管理的做法，适度放松管制，收缩权力，从不应介入的事务中退出，放

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真正基于个人主体自由来规定宗教信仰自由。通过法

律而不是行政来调整宗教内部事务，如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应由团体内部

自行推举产生，宗教团体财产使用情况应由审计部门依据税务法进行监督等。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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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 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

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

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

和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

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为此，有学者曾提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国际人权公约的

司法救济制度，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①应该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走

向宪政社会的必然步骤，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特殊性，违宪审查机制还主要

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还未真正进入司法领域。国际人权公约的司法救济制度是

人权公约签约国应承担的条约义务，由于我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都没有接

受公民个人有向有关保障国际人权公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的条款，国际人权公约

的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还需时日。为此，在当前特殊国情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加强司法救济。 

（一）宪法权利具体化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而没有具体的惩罚性或仅具弱强制性，所

以，它对保护公民的权利是存在缺陷的。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之前，为了使宪法

走下“神坛”，立法机关要充分发挥作用，将宪法权利具体化，使其在相应的部门

法中得以体现，突出宪法权利的强制性及制裁功能。就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言，

要将其在相应的部门法中具体体现出来，而不是笼统的规定。比如，由于刑法第

251 条对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其他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

害没有界定，往往以其行为特征定为侮辱、诽谤、伤害、抢劫、诈骗、杀人等罪，

体现不出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为此，建议在刑法中扩大非法剥夺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罪的主体。再如，在民法中增加保护宗教财产和宗教知识产权的内容。 

（二）推进宪法司法化 

在多数法治国家，通过宪法司法化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司法化是指宪

法可以与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由专门机构对立法机关、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违宪审查或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目前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

                                                        
① 见：秦前红．论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中国宪法变迁［EB/01］． 
http://www.xnus.com/paper/law/xf/200503/2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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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但我国法律对此尚

无明确的规范。2001 年 8 月 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

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为我国的“宪法司法

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我国公民寻求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障碍已经被清除，

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逐步、全面地转化为宪政的现实。对于宗教信仰

自由权的司法保障也可以通过推进宪法司法化来实现。比如，在具体案件中可创

立宪法判例法。虽然我国属成文法国家，但是，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侵犯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案例， 高法院可以采用批复的形式，积极推动宪法的司法化，

强化宪法的可诉性，以诉讼的形式激活宪法文本，扩大司法对公民的保护领域，

通过个案来宣传推动，此举不失为权宜之计。典型“宪法判例”，它本身就是一种

法律规范，今后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如果符合条件，就要援用该判例作为判

决的依据。对此类判例， 高法院在特定的媒体或以特定的方式公布，以此形成

完整的体系，作为宪法诉讼案件的处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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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尤其是对于我国而言，加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不仅是依法保障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需要，也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需要，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特殊的国情下，这一权利的法律保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立法保护的角度看，首先需要确立宗教立

法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符合国际公约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和技术精良原则。其次要明确诸如宗教、邪教、合法宗教活动的基本概念，从内

涵和外延对宗教、邪教和民间宗教进行区分，对合法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进

行界定，以免由于概念模糊而导致的分歧和误解。 后，重点要健全宗教法规。

要修改宪法第36条的文本，用更简洁严谨的条款来保障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及实践其信仰的自由，国家实行政教分离” 为我们

修宪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建议。要制定全国性的宗教法，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使宗教工作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有法可循。同时，还要修

改现有位阶不高或违宪的法规，制定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相关法规，与宪法、宗

教法配套使用，从而建立起多层次的宗教法律保护体系，将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纳入法治道路。从行政保护和司法救济的角度看，行政部门，尤其是宗教事务管

理部门，要确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指导思想，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调沟通，通过依法行政、间接管理来实现对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保障。加强司

法救济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另一个主要途径。在当前建立违宪审查和国际人

权公约司法救济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采用将宪法权利具体化和

宪法司法化的途径来保障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从而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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