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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涉政教关系案件审理原则新进展

美国涉政教关系案件审理原则新进展

安庞靖 ⊙ 

内容提要 ：  美国涉政教关系案件审理原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立教条款和宗教活动自由条款。

在实践中，人们对该问题往往采取分离论和调和论两种解释路径。从莱蒙案件开始，

又确定了以中立原则为基本立场，作为平衡分离论和调和论的标准，也是美国涉政教

关系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中立原则在当代具有不同进路，这些新的进路表现为认可

论、强制论和平等论等。新的进路也意味着美国涉政教关系案件审理视角有所转变，

从以往强调政府项目的效果转为关注公民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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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安庞靖，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美国审理政教关系案件的主要原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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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审理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解释途径——分离论和调

和论。但在案件的实践中，又存在着两种途径之间的争议，由此，莱蒙案件中设定了中立原则，并制

定了具体的标准。随着当代实践的推进，中立原则又形成了新的路径。

一、中立原则的设定

美国的涉政教关系案件，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审理原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事项部分

具有两个分句。第一个分句是立教条款 ：“禁止国会确立国教”；第二个分句是宗教活动自由条款 ：“禁

止国会阻碍宗教活动自由”。立教条款的规定比较概括。哪些国会法令属于确立国教，在具体案件中不

断引发争议。从 1947 年埃维森案件开始，明确了分离论与调和论的两种解释途径。

埃维森诉教育委员会（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件涉及新泽西州的一项授权法案。该案件

的起因是，新泽西州一个小镇的教育委员会，根据授权法案，补贴学生父母们提供给子女乘坐固定公

交线路的资金，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社区中的学生去往天主教教会学校的费用。本案的争议

点在于 ：政府的授权法案对于宗教学校交通费用提供资助是否违反立教条款的要求。埃维森案件的判

决，由布莱克大法官出具多数意见。布莱克法官首先重申了政府资助与宗教活动必须严格分开，政府

和宗教活动之间应设立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壁 , 这体现了分离论的倾向。但是，布莱克法官还提出，此项

授权法案是对就读于公立学校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提供交通费补助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新泽西州

政府运用公共税收资金资助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交通费并不违反立教条款。布莱克法官认为，必须对于

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谨慎考虑，对于班车费等服务提供资助，是不违反宪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布

莱克法官又主张调和论。A

分离论主张政府与教会相互分离，要求区分宗教和政府的功能。B 政府法令中不能够处理任何宗

教事项。调和论则提出，国家需要对某种形式的公共宗教、公共道德和习俗提供支持，以便在特定范

围内，鼓励宗教的发展。C 分离论要求政府和宗教完全分离，但实际很多政府法令都会涉及到宗教活

动。调和论则十分抽象，没有具体规范确定政府法令的界限。分离论与调和论各具缺陷，实践要求为

政府法令涉及宗教问题提供明确限度。在莱蒙案件中，确定了莱蒙原则，对于政府法令涉及宗教事项

A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330U.S.1（1947）.

B　 ［美国］小约翰·威特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212 页。

C　 ［美国］小约翰·威特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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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三项具体标准，这代表着中立论的形成。

莱蒙案件发生在 1971 年。在此案件中提出了莱蒙原则，为政府资助宗教确定了三项具体标准。莱

蒙案件涉及政府以公共资金提供宗教学校教师工资和津贴补助。受到争议的法案是 1969 年提出的罗德

岛工资补助法案，该法案提出要向非公立学校教师提供占其工资 15% 的津贴补助。法案中规定，符合

津贴补助条件的教师必须仅教授公立学校中具有的课程，不能教授宗教课程。罗德岛的市民与纳税人

提起诉讼，认为罗德岛的本法令违反第一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罗德岛工资补助法令

意图仅资助宗教学校的世俗课程。但是，为了保证受资助教师能够严格遵守补助条件，不在其讲授的

世俗课程中，渗透任何宗教内容，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长期的监督。而这种监督会造成政府和宗教机

构过度的牵连。由此，罗德岛工资法案被法院判决违宪。

在莱蒙案件的判决中，形成了莱蒙原则，成为审查具体的政府行为是否违宪的标准。这三项审查

标准是 ：其一，政府行为是否具有合理的世俗目的 ；其二，政府行为是否具有促进或者阻碍宗教的效

果 ；其三，该行为是否构成了政府和宗教组织间的过度牵连。莱蒙原则也被称为中立原则，其本质是

在分离论与调和论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对于政府与宗教的某些关联活动，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审查标准。

此原则从 1971 年形成后，在很多涉及宗教的案件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立原则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第一项质疑是，如果政府资助世俗活动不

受监督，但资助宗教活动需要严格监督，会体现歧视宗教的效果。而且，如果监督长期进行，还会导

致政府和宗教之间因为过度牵连而违宪。第二项质疑是关于“转用”问题。所谓“转用”就是宗教机

构将政府资助的世俗物资转而用于宗教活动中。A 如果对于可能“转用”的教育物资必须长期监督，

势必又会造成宗教机构与世俗机构的过度牵连。因此，很难对于宗教机构进行合宪的资助。

二、中立原则的新进路

针对中立原则受到的质疑，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最高法院法官开始探索新的解释进路，对于

莱蒙原则的三项标准进行变更。这些修正有三个重要的进路 ：“认可论”“强制论”和“平等论”。

（一）认可论

奥康纳法官在林奇诉唐纳利（lynch v. Donnelly）案件中提出认可论。唐纳利案发生于 1984 年。本

案中，普塔基特市为了庆祝圣诞节，与零售商协会合作，放置基督教展示品。此展示处于购物区的中

心位置，包括很多与圣诞节传统相关的展示 ：圣诞老人屋，一棵圣诞树，写有“节日快乐”的横幅以

及基督诞生场景。B 其中，基督诞生场景的展示每年圣诞都会进行摆放，已经延续了 40 年。本案的焦

点在于普塔基特市是否通过展示基督诞生展示品而灌输基督教信仰。经过审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基

督诞生展示不违反立教条款的要求。

伯格法官在唐纳利案件中代表法庭发表意见。伯格法官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在于“最大

程度地预防政府和宗教侵入对方的地界”，但完全的区分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动机

纠缠在一起，普塔基特市只是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宗教历史展示活动。因此，在唐纳利案件中，基督

诞生的展示品仅是一种世俗性的展示。C

奥康纳法官在唐纳利案件中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通过奥康纳法官的解读，法院审理重心应该转到

“法令的接受者”。奥康纳法官认为在该案件中，政府的主要意图不在于促进宗教，而是以展示物庆祝

传统节日。D 重要的是，法令接受者会如何看待基督诞生场景传达而出的信息。奥康纳从观察者角度

A　 一般而言，政府资助的物质必须是世俗性质，而且宗教机构接受此项物资时，要确认物资仅用于世俗活动，不会转用于宗教

活动使用。但是实践中，此种宗教机构的确认，还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督。否则在长期的使用中，世俗物资还是有可能“转

用”于宗教活动中。

B　  Lynch v. Donnelly，465 U.S. 668 （1984） .

C　 Marci A. Hamilton，The Endorsement Factor，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2011，p.366.

D　 Candice，Cho，Language and the Limits of Lemon: A new establishment clause Analysis of Catholic League for Religious and Civil 

Rights v. City of San Francisco，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roblems，2011，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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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后认为 ：法令接受者不会认为这些展示品具有赞同某种宗教的效果，而会认定这些展示的目

的是庆祝传统节日。这个视角的变化十分重要。法院审理的角度转为 ：法令接受者是否认为特定政教

关系具有违宪性。

由此在唐纳利案件中，奥康纳法官的意见提及认可论进路。认可论要求判定 ：一项政府行为是否

造成了这样一种境况，使得一些团体认为自己是政府所认可的、受优待组织 ；但同时使得另外一个群

体感受到排斥性，认为自己是不被认可的少数团体。A 认可论由奥康纳法官提出后，得到了法庭的承

认，成为宗教展示案件中的重要审查标准。B

在 1989 年审理的阿勒格尼县政府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County of Allegheny v. ACLU）案件中，奥

康纳法官明确以“理性观察者”（reasonable observer）的说法来代表“法令接受者”。阿勒格尼案件涉

及政府放置宗教内容展示物的争议。本案涉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地区两个政府展示物的合宪性。

第一个展示物是关于基督诞生展示，放置地点是在阿勒格尼县法院大楼梯（grand staircase）旁，这是

一个十分显著的地点。第二个展示物是一座 18 英尺高的光明节烛台（布设犹太教礼拜用的大烛台），

摆放于地方法院大楼前的 45 英尺高的圣诞树旁。与烛台共同展示的圣诞树，其台基上写有“向自由致

敬”的标识。布莱克曼法官出具法庭审理意见，认为布设基督诞生标志是违反宪法的，但放置犹太教

礼拜用的烛台则没有违反立教条款。C

在阿勒格尼案件中，奥康纳法官提出 ：基督诞生展示放置于法院的显著位置，传达的信息是，非

基督教徒不是政治社会中具有完满资格的成员，而基督徒则是获得社会所认可的成员。同时，奥康纳

法官认为，礼拜用的烛台则没有确立犹太教的意义，这是因为，烛台与圣诞树共同摆放，并具有倡导

自由的标示。一个“合理的观察者”会认为，这种礼拜用的烛台与倡导自由的标示的组合展示表达了

国家的宽容态度，以及对多样性文化的认可。因此奥康纳法官认可基督诞生标志违宪，而礼拜烛台的

展示不违宪。奥康纳法官认为可以根据理性观察者的判断，来确定政府行为的效果，如果某些政府展

示会使得某些宗教信徒认为自己是被政府认可的社会成员，同时使得其他社会成员认为自己是局外人，

那么这样的展示就具有违宪的效果。

但是，认可论也引发了争议，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标准主要在以下方面具有模糊性。第一，所

谓理性观察者指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不信仰宗教或者信仰特定种类宗教的人？第二，所谓理想观察

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背景经验？ D 第三，认可论以理性观察者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实际上法

官很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主观认识作为“理性观察者”的态度。E 如果这些问题还具有模糊性，那么理

性观察者的标准就不明确。面对这种批评意见，奥康纳法官在审判中提出“理性观察者”不是某个具

体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主体。奥康纳法官希望将主观的判断尽力转化为客观标准。F

（二）强制论

肯尼迪法官提出强制论。强制论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祈祷案件的审理。G 在学校的活动中，如果涉

及祈祷等宗教内容，学校不能强制学生参加。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很多公立学校中的校园祈祷案被认定违宪。例如，1962 年在恩格尔诉维塔

A　 Michael  I. Meyerson，The Original Meaning of “God”: U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Framing Generation  to Create  a Coherent 

Establishment Clause Jurisprudence，Marquette Law Review，2015，p.1057.

B　 Jeppsen，Eric，Uneven “Neutrality”: Dual Standar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in Johnson v. Poway，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2，p.545.

C　 County of Allegheny v. ACLU，492 U.S. 573（1989）.

D　 Paula Abrams ，The Reasonable Believer: Faith,Formalism，and Endorsement of Religion，Lewis & Clark Law Review，2010，P.1541.

E　  Ashcroft，Eric B. ，American Atheists，Inc.v.Davenport，Endorsing a Presumption of Unconstitutionality Against Potentially Religious 

Symbols，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2，p.371.

F　 Andrew Koppelman，Endorsing The Endorsement Test，Charleston Law Review，2013，p.720.

G　 Campbell，James A.，Newdow Calls  for  a New Day  in Establishment Clause  Jurisprudence:  Justice Thomas’s “Actual Legal 

Coercion”Standard Provides the Necessary Renovation ，Akron LawReview，2006，p.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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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Engel v. Vitale）案件中，教室内的例行祈祷活动被法院认为违反了宪法 ；A1963 年的阿宾顿镇校

区诉申普（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 Schempp）案件B认可公立学校的祈祷活动违反立教条

款。

1992 年，在李诉魏斯曼（Lee v. Weisman）案件中，肯尼迪法官提出了强制论。魏斯曼案涉及公立

高中毕业典礼上的祈祷活动是否合宪。此案件涉及的祈祷活动邀请一位拉比进行，由学校提供活动的

指导方案，其中包含有祈祷活动的内容。学校提出，本祈祷活动应以中立的态度来进行，学校也告知

了拉比，祈祷内容应该属于无宗派的。魏斯曼案由肯尼迪法官为代表出具主要意见，肯尼迪法官认为

此祈祷活动违宪。虽然学校希望能够以一种较为中立的态度寻找到祈祷的方式，但是法院认为，任何

先例没有授权学校组织祈祷活动的自由。肯尼迪法官在审理意见中提出 ：虽然学校没有直接强制学生

参与毕业典礼，但是学生必须在参加毕业典礼和祈祷活动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因此此类毕业典礼上的

祈祷活动仍然具有间接的强制性。C

肯尼迪法官通过魏斯曼案件提出的“强制论”认为 ：政府不应强制任何人支持或者参与任何宗教

或宗教实践。特别是在涉及学校祈祷的案件中，任何宗教形式的活动，不能强制学生的参与。而且强

制区分为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直接强制指学校要求学生的参与，间接强制指学校引导、鼓励学生的

参与，或者使得学生感到应当参与的压力。肯尼迪法官特别指出 ：政府不能以合法的形式作为伪装，

强制人们进行宗教实践。D

在埃尔克格罗夫联合校区诉纽道（Elk Grov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v. Newdow）案件中，强制论具有

新发展。在本案中，公立学校教师引导学生复述包含“在上帝之下”的效忠誓词。誓词中具有宗教内

容，由此一位学生家长迈克尔·纽道（Michael Newdow）提出了诉讼。纽道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进行如此

的宣誓，因为此誓词包含有其不愿意接受的宗教内容。法官必须决定引导学生复述效忠誓词的活动是

否违宪。在纽道案初次审理中，第九巡回法庭在 2002 年对于本案作出了效忠誓词违宪的裁决。第九巡

回法庭根据强制论认为，复述誓词的活动体现了对于非信仰者的强迫，这是违反宪法的表现。E 但到

了 2010 年，第九巡回法庭对于纽道案作出了新的判定。法院认为，以莱蒙原则的三项标准看，学校宣

誓誓词的活动是为了达到爱国目的。法院认为，理性的观察者不会认为政府要求宣读誓词的行为是要

确立国教，而是仅仅表现了对于历史习俗的尊敬和认可。因此宣读誓词属于一种表达爱国思想的方式，

并非意图宣扬宗教。F

通过对于纽道案的审理，法院认为在理性观察者看来宣读誓词的行为不具有政府立教的效果。这

种自愿的宣读誓词活动，虽然涉及上帝的称谓，但是仅仅体现了社会的习俗和传统，因此无所谓对于

非信仰者造成强制的心理效果。纽道案的审理体现了强制论新的发展。强制论与认可论可能混同运用。

在学校祈祷案件中，宣读誓词内容有宗教性，学生本来可以通过强制论予以反驳。但以“理性观察者”

态度看，若誓词内容整体上属于爱国目的，那么学生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宣誓。

（三）平等论

平等论指平等对待世俗组织与宗教组织。平等进路的内容是 ：当政府和宗教发生联系时，如果类

似地位的非宗教信仰者能受到相同的对待，这样的联系就是被允许的。G 也就是说，平等进路是将

宗教当事人的待遇和世俗当事人的待遇进行比较，如果同等情况下，政府的法令给予宗教当事人和世

A　 Engel v. Vitale，370 U.S. 421（1962）. 

B　 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 Schempp，374，U.S.203，1963. 

C　 Lee v. Weisman，505 U.S. 577（1992）.

D　 ［美国］小约翰·威特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223 页。

E　 Humphrey，Natalie，Newdow and the Ninth Circuit ：What Happened Between 2002 and 2010，To Change the Court’s Opin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ledge to the Flag ？ 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2006，p.711.

F　 Humphrey，Natalie，Newdow and the Ninth Circuit ：What Happened Between 2002 and 2010，To Change the Court’s Opin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ledge to the Flag ？ 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2006，p.714.

G　 ［美国］小约翰·威特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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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当事人同等的对待，那么此法令就是合宪的。平等论进路的典型案件是米切尔诉霍姆斯（Mitchell v. 

Helms）。本案件涉及的争议是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政府根据《教育整合和促进法令》将一些教育物资

和设备出借给本州内的中、小学校作为资助。物资数量根据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选择，即通过不同学校

的自愿入学人数来提供。如果学生和家长选择进入宗教学校，那么相应的资助也流入宗教学校。此项

目实行后，每年平均有 30% 的基金资助给私立学校，而其中大多数属于天主教或其他宗教性学校。由

此引发一些纳税人的反对，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种资助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立教条款。A

在米切尔案件之前，法院曾经审理过类似的两起案件 ：米克诉皮腾杰（Meek v. Pittenger）案件与

沃尔曼诉瓦尔特（Wolman v. Walter）案件。类似的这两起案例都涉及政府向宗教机构提供教育物资。

物资提供的条件是，只能用于宗教学校的世俗课程，不能“转用”到宗教课程中。但是，为了防止物

资“转用”，政府必须进行监督。这些监督活动将会受到莱蒙原则的第三项标准的审查。法院需要根据

莱蒙原则的第三项标准判定 ：该监督活动是否会构成政府和宗教组织间的过度牵连。根据以往的先例，

法院往往认定政府监督会造成过度牵连 , 例如米克案件与沃尔曼案件中，政府项目均被法院认定违反宪

法。但是，在米切尔案件中，最高法院适用阿格斯提尼原则替代莱蒙原则进行审理。B 阿格斯提尼原

则仅包括莱蒙原则的前两项审查标准。即 ：政府行为是否具有合理的世俗目的 ；以及政府行为是否具

有促进或者阻碍宗教的效果。莱蒙原则的第三项内容即“是否造成政府和宗教之间的过度牵连”被弱

化，只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C 由于莱蒙原则中的第三项标准被弱化，在米切尔案件中，政府不须监

督资助给宗教机构的教育物资的“转用”可能。D 阿格斯提尼原则的审查标准偏重于确立政府中立的

要求，如果政府的行为真的是中立的，那么灌输宗教的结果就不存在，政府的资助没有偏向或优待特

定组织。E

在米切尔案件中，最高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教育整合和促进法令》第 2 章内容并不违

反宪法中的立教条款。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资助活动是根据学生家长的自愿选择。F 在政府资助

项目中，政府并没有根据宗教因素设定条件，因此资助活动是面对广泛主体，并采取客观标准进行。

这样的项目体现出政府对于不同宗教的中立态度，各种宗教都具有平等参与政府资助的可能，这就有

效地排除了关于政府立教的争议。G 而且，在米切尔案件的审理结果中，以往审理的米克案件与沃尔

曼案件被推翻。

当代很多案例中，对于政府公开资助活动，法院均倾向于允许给予宗教组织平等的参与地位。例

如，2001 年的好消息俱乐部诉米尔福德中央学校（Good News Club v. Milford Central School）一案中，法

院允许宗教组织使用公立小学教室，进行课后聚会。法院认为如果禁止宗教组织课后的聚会，而同时

允许其他组织使用学校设施聚会，那么将会构成对宗教组织的实质性歧视。H

A　 Mitchell v. Helms，530 U.S. 793（2000）.

B　 在米切尔案件进行上诉审理的同时，另一起案件即阿格斯提尼案件（Agostini v. Felton，521 U.S. 203）提出了审理原则的新突

破。阿格斯提尼案件支持根据《中小学教育法案》条款 1 的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可以为宗教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学生补课。阿

格斯提尼案件中提出了新的审理原则即阿格斯提尼原则。

C　 阿格斯提尼原则附带提出考察一项政府法令是否具有促进宗教效果的三项条件 ：（1）政府是否具有灌输宗教的意图 ；（2）政

府是否根据宗教因素来设定受资助者 ；（3）是否造成了政府和宗教之间的过度牵连。此三项条件属于在阿格斯提尼原则之

外，更弱一级的考量因素。

D　 阿格斯提尼原则替代了莱蒙原则，主要解决了莱蒙原则的困境。以往的困境是难以解决资助物资的“转用”。虽然政府仅资

助宗教组织的世俗部分，但实践中，物资具有转而用于宗教活动的可能。为了监督“转用”可能，政府和宗教会具有过度的

牵连，因此根据莱蒙原则第三项标准，这种牵连往往成为法院认定政府行为违宪的原因。但是，阿格斯提尼原则不再关注这

个区分，使得以往必须严格监督的“转用”问题弱化，资助物资本身只要是世俗性质，宗教组织就可以获取。

E　 Mitchell v. Helms，530 U.S. 793（2000）.

F　 Mitchell v. Helms，530 U.S. 793（2000）.

G　 平等论涉及宗教自由活动权利，运用平等论的很多案例总是与宗教自由权利相关。如果政府项目允许世俗组织参与，却排斥

宗教组织的参与，这也涉及到侵犯宗教活动自由。

H　 Kent Greenawalt，Relig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Volume 2: Pir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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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论使得法院对于立教案件的审查更加简化。政府的资助项目只要具有公开性，宗教组织就可

能与世俗组织一样平等参与。A 平等原则特别为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托马斯和斯卡利亚偏爱，

他们都认为 ：“只要具有类似地位的不信教当事人能受到同等的对待，政府对于宗教的资助就是允许

的”。B 平等论更为强调公民自愿选择。莱科克教授提出 ：“我认为宗教应该被留在完全个人的领域去

被决定。而且对于这个领域，政府应该尽量少地进行干涉，政府无论以强制或说服的手段都不应干涉

信仰。宗教可能更加繁荣或凋零，它可能变化或维持不变。宗教事务完全归结于个人层面和自愿方式，

不应具有集体决定或政府干预。”C

三、中立原则的新进路与公民自由

认可论依据公民的观察来确定政府行为是否具有资助宗教的效果。虽然认可论的“理性观察者”

概念引发了各种争议，而且这个虚拟主体的特点还有待明确，但认可论的进路形成了以外部观察者的

态度为标准，来衡量政府行为效果的新审理途径。认可论要求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评判政府行为效果，

评价政府项目对于公民个人的影响。例如，政府设置的宗教展示品，对于公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非

宗教信仰或者少数派宗教信仰者的影响，均可以参考客观的理性观察者的感受予以考察。

强制论根据个人的感受来认定政府对于宗教活动的强制程度。如果某些政府行为构成对于宗教活

动的强制，就违反了立教条款的要求。特别是在校园祈祷案件中，法官倾向于运用强制论作为裁判依

据。这是由于校园中的很多团体活动，均具有间接的心理强制性，学生们需要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来

表现自己的群体性，这同时也是学生的集体参与权的表现。在这些学生活动中，政府有必要保护学生

免于受到强制，避免其参与非自愿接受的宗教活动。

平等论倡导使宗教主体与世俗主体具有同等社会待遇。政府如果面对广泛主体提供同等资助，就

可以免除单独资助宗教的效果。平等论的运用往往以受资助人的自愿选择为前提。这种资助首先提供

给公民个人，而后由其自由选择资金流向，这就排除了政府资助宗教的效果。

从以上进路的发展看，主要涉及法院审理视角的转变。以往的审理视角，均围绕着政府法令资助

效果，探讨的是对于某类资助，资助的内容、资助的范围、资助的条件等，关注在特定资助中，政府

与宗教机构联系是否紧密，这个角度围绕政府法令展开。而新视角转换到法令的接受者，考察民众对

于法律的接受态度。新视角围绕民众对于某项政府法令的看法，他们如何看待政府展示物的意义，如

何看待学校中的宗教活动是否具有强制性。而且通过公民的自由选择，政府资助宗教活动得以免责。

此转换从 1984 年的林奇诉唐纳利案件开始。林奇诉唐纳利案件中，奥康纳法官提出法令接受者的观点

十分重要，标志着以往关注政府行为，转向关注法令的接受者的看法。

这个审理视角的转化，体现法院更为重视考察政府项目对于公民宗教自由的影响。新的审理标准

围绕着公民个人对于政府项目的观察与评价。这些现象说明，美国立教案件的审查标准从中立论进一

步发展，审理视角转移到受政府项目影响的个人。中立原则新进路从以往关注政府项目效果转为关注

公民权利的保护。

（责任编辑  王  伟）

A　 平等论主要适用于 ：案件中所涉及的政府项目属于面对广泛主体公开进行的，宗教主体和世俗主体都可以申请参与的项目。

B　 Steven G.Gey，Why Is Religion Special ？ Reconsidering The Accommodation Of Religion Under The Religion Claus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p.461.

C　 Frank S.Ravitch，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Neutrality，2004，ed.Frank S.Ravitch  （West，a Thomson business，2004），p.423.


